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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政经聚焦
中 国

央行降准 1 个百分点，将释放资金约 1.5 万亿元

央行降准 1 个百分点，将释放资金约
1.5 万亿元
中国 12 月制造业 PMI 为 49.4% 处于
荣枯线下方
美 国
美国 12 月非农新增就业 31.2 万人远超

中国人民银行 1 月 4 日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
流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
分点，其中，2019 年 1 月 15 日和 1 月 25 日分别下调 0.5 个百分点。

预期

同时，2019 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做。这样安

特朗普再次威胁或为建墙宣布国家紧急

排能够基本对冲今年春节前由于现金投放造成的流动性波动，有利于

状态
欧 洲
欧元区 12 月 CPI 初值 1.6%，略低于预
期
意大利议会通过新预算案
新兴市场及其他国家
2018 年巴西贸易总额创 5 年来新高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国中长期国债与美债利差多数延续收
窄趋势
美元指数连续三周下跌，非美货币多数
反弹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多重利好消息推升国际原油价格
黄金价格连续三周上涨

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有
关负责人昨日表示，此次降准将释放资金约 1.5 万亿元，加上即将开
展的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动态考核所释放的
资金，再考虑今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不再续做的因素后，净
释放长期资金约 8000 亿元。
联合点评：央行 1 月全面降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 1 月份基础
货币存在的较大缺口，包括外汇占款流出、纳税和春节现金提取等。
此外，本次全面降准还将用于中旬到期的 MLF 的置换，即用期限更长
的降准来替代相对短期的 MLF 流动性投放，有助于商业银行体系的流
动性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同时，本次降准后，商业银行体系获得了更
多的基础货币，将有望推动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对产业资本通过期限
套利来降低实体经济利率水平具有帮助，因此或可有力对冲经济下行
压力。考虑到全球经济增速下滑趋势明显，联合预期，今年内央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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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降准的可能性较大。

中国 12 月制造业 PMI 为 49.4%，处于荣枯线下方
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消息，2018 年 12 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4%，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指数为 50.8%，继续保持
在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3.8%，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
分点，扩张步伐有所加快；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2.6%，比上月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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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落 0.2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景气区间，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延续扩张态势。
联合点评：受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内部需求持续下降等多重因素的影
响，12 月，中国制造业景气度继续下滑，跌至 49.4%，首次落入非景气区间，显示中国经济增
速下行的压力持续加大。具体来看，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46.6%和 45.9%，环比
下降 0.4 和 1.2 个百分点，均持续位于临界点以下，显示了国际贸易摩擦效应继续发酵；主要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为年内低点，分别为 44.8%和 43.3%，比上月下降 5.5 和
3.1 个百分点，显示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影响明显；新订单指数为 49.7%，环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显示企业对近期市场的预期较差；虽然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2.7%，仍处于景
气区间，但环比也回落 1.5 个百分点，为年内最低点。

美国 12 月非农新增就业 31.2 万人远超预期
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12 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31.2 万人，创 10 个月最大增幅，
预期增加 18.4 万人，且前值大幅上修，11 月前值由增加 15.5 万人修正为增加 17.6 万人，10
月从增加 23.7 万人上修至增加 27.4 万人。美国 12 月失业率小幅回升至 3.9%，仍维持在 4%下
方，高于预期和前值 3.7%。
联合点评：美国 12 月份非农就业数据显示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不仅仅就业人口
的数据大幅增长，薪资数据增幅加快至 3.2%，分别高于预期值和前值 0.2 和 0.1 个百分点，
为 2009 年 4 月以来最高增速，同时也远远超出市场预期。虽然当月美国的失业率有所增加，
达到 3.9%，但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参与率较大幅度提升所造成，且当前美国失业率水平仍然处
在历史低位。目前美国经济扩张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是记录中的第二长连续扩张期。本次发
布的非农数据预计将缓和市场认为美国经济 2019 年放缓的忧虑，美国就业市场继续强劲的增
长或将会增加美联储 2019 年升息的概率。

特朗普再次威胁或为建墙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1 月 6 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威胁会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来作为绕开国会
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手段，是否这样做，取决于围绕政府停摆议题进行的谈判结果。特朗
普在周日前往戴维营之前对记者们表示。他表示将在戴维营与白宫高级官员就“边境安全及其
它许多议题召开会议”。副总统迈克·彭斯领导的白宫高级幕僚代表将于周日与国会工作人员
再度进行磋商。双方于周六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讨论，未能达成共识，特朗普发推文说周
六“进展不大”，并于周日对记者们表示，预计第二次会谈也不太可能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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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因为中期选举后民主党获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特朗普的各项政策主张的推动
能力出现明显下降，对于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预算成为了近期争议的焦点。两党未能就政府
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美国部分联邦政府机构于去年 12 月 22 日凌晨一直停摆。尽管特朗普已
经和民主党大佬多次碰头商议，但仍深陷僵局。政府关门看似因为隔离墙墙，实质上是中期选
举后府会分治、两党恶斗的最新结果。

欧元区 12 月 CPI 初值 1.6%，略低于预期
1 月 4 日，欧洲统计局公布了 12 月欧元区 CPI 初值。数据显示，欧元区 12 月调和 CPI 同
比 1.6%，低于预期值 1.7%，也低于 11 月的前值 1.9%。1.6%的通胀水平也是 2018 年 1 月以
来的最低值。从欧元区通胀的主要组成部分来看，能源价格的年增长率最高，12 月为 5.5%，
但低于 11 月的 9.1%。其次是食品、酒精和烟草的 1.8%，低于 11 月的 1.9%；服务的价格同比
上涨了 1.3%，与 11 月保持一致，而非能源工业品价格则同比涨 0.4%，持平前值。此外，剔
除波动性较大能源和食品价格后，12 月欧元区核心调和 CPI 同比初值为 1%，与预期和前值持
平。
联合点评：因为欧盟内部矛盾升级和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欧盟特别是欧元区的经济增速已
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12 月欧元区 CPI 数据的下降是欧元区内部和外部需求共同下降的
结果。在英国脱欧进程不顺、黄马甲运动从欧洲向比利时等国扩散、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
中右翼势力可能进一步扩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欧盟和欧元区经济或将进一步下行。

意大利议会通过新预算案
当地时间 12 月 30 日，意大利议会批准了 2019 预算案，避免了因未能赶上年底的截止日
期而造成的预算危机。在通过的预算案中，意大利将 2019 年的赤字目标下调为 2.04%，并推
迟削减了此前大选承诺的福利支出。今年 9 月，意大利政府初定的赤字比例在 2.4%，欧盟认
为这严重违反了预算规则，欧盟规定，意大利 2018 年财政赤字占该国 GDP 比重为 1.6%，2019
年比重应降至 0.8%。双方随即陷入争执。在经历了数周谈判后，意大利与欧盟终于达成一致。
反移民政党领袖 Salvini 和反建制政党领袖 Luigi Di Maio 要求兑现选举过程中降低退休年龄、
扩大福利支出的承诺，而意大利总统孔特和财政部长说服了二者让步。意大利还将 2019 年的
GDP 增长预期从 1.5%下调至 1%。
联合点评：
欧洲联盟委员会 19 日已经与意大利政府就意方 2019 年财政预算案达成妥协，
决定不对意大利启动违规惩罚程序；12 月 23 日，意大利参议院也已经批准了经过调整的 2019

4

年预算，而 30 日该预算在众议院的通过意味着持续数月的意大利 2019 年预算争议最终画上
了句号，避免了需靠启动一项特殊程序才能让公共支出恢复的困境，使得市场免于出现进一步
的动荡。随着议会最终批准 2019 年的预算法案，意大利所面临的政治危机也稍有缓和，欧元
兑美元出现小幅反弹。

2018 年巴西贸易总额创 5 年来新高
巴西经济部 1 月 2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巴西贸易总额达 4207 亿美元，比 2017 年
增长 13.7%，为近 5 年来最高值。数据显示，巴西 2018 年的出口额为 2395 亿美元，较上年增
长 9.6%；进口额为 1812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9.7%。根据报告，中国继续保持巴西最大贸易
伙伴地位，去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 1000 亿美元。其中，巴西对中国出口额较上一年增长逾
32%。中方尚未公布相关统计数据。欧盟和美国分别为巴西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其中，
巴西对欧盟出口额为 421 亿美元，进口额为 348 亿美元；巴西对美国出口额为 288 亿美元，进
口额为 289 亿美元。
联合点评：2018 年，巴西的进出口均出现了较快增长，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巴西对中国
出口激增和前三季度原油价格的上涨是巴西出口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巴西海关的统计，
2018 年，因中国对美国大豆及制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巴西对中国的大豆粉出现了超过 100%的
增长，而大豆出口的增长也超过 50%。此外，因为原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也使得
当年巴西石油和大宗商品的出口上升显著，共同推升了巴西 2018 年国际贸易总额创 5 年来新
高。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国中长期国债利差多数延续收窄趋势
本周，美国 1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较上周出现小幅上扬，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
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走低。受此影响，中国 1 年期国债与美债利差出现收窄，5 年期和 10 年
期国债与美债利差有所走扩，具体来看，中美 1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较上周收窄 13.58 个
BP，达到-0.0611%，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走扩 3.83 个和 0.01 个
BP，达到 0.4589%和 0.5281%。日本负利率状况下，一年期国债与美债利差走扩了 0.25 个 BP
至-2.7430%，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与美债利差分别收窄了 8.30 和 6.05 个 BP 至-2.6789%和2.6930%。欧元区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公债与美债收益率平均利差分别收窄了 9.70、11.40
和 9.30 个 BP 至-3.2308%、-2.7529%和-2.2730%。

5

表 1 与 1 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1 年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0611

0.0747

-13.5800

-13.5800

-2.7430

-2.7405

-0.2500

-0.25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3.2308

-3.3278

9.6984

9.6984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表 2 与 5 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5 年

0.4589

0.4206

3.8325

3.8325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2.6780

-2.7610

8.3000

8.3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7529

-2.8668

11.3897

11.3897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6307

-1.6952

6.4500

6.45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表 3 与 10 年期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利差

单位：%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本周平均利差

上周平均利差

变动 BP

今年以来累计变动 BP

中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10 年

0.5281

0.5280

0.0050

0.005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2.6930

-2.7535

6.0500

6.05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2.3730

-2.4660

9.3001

9.3001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1.3809

-1.4257

4.4850

4.485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美元指数连续三周下跌，非美货币多数反弹
本受美国政府关门以及美股持续下跌等因素影响，本周美元指数继续承压下跌，周内最低
跌至 95.6632。周五，美国劳工部公布了 2018 年 12 月非农报告，报告显示，美国 12 月季调后
非农就业人口新增 31.2 万人，录得 2018 年 3 月以来新高，远超预期 17.7 万，同时薪资也有所
上涨。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短线直升约 40 点，刷新日内高点 96.6207。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96.2149，周内累计下跌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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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欧元方面，受经济疲弱以及意大利银行业传出的不利消息的影响，欧元在 2019 年首个交
易日便遭遇下跌。本周三（1 月 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2 月欧元区制造业 PMI 终值为 51.4，
降至 2016 年 2 月份以来最低，服务业和综合 PMI 也同时创 49 个月的新低，均远不及预期。
另外，欧洲央行在新年开端就不得不帮助意大利第十大银行（Banca Carige）解决面临的难题。
该银行董事会主要成员在本周三集体辞职，其中包括该行的首席执行官。意大利金融监管机构
随后暂停了 Carige 银行的股票交易。为稳定市场，欧洲央行宣布任命三名临时执政人员，并
成立监视委员会，来代替 Carige 银行董事会。受不利消息持续影响，本周欧元兑美元汇率波
动下跌，周五收于 1.1396，周内累计收跌 0.41%。美元指数的下跌，提振英镑和日元上扬。本
周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2727，周内累计小幅上涨 0.23%；美元兑日元周五收于 108.5200，周
内累计下跌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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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美元指数下跌使人民币获被动支撑，在、离岸人民币均表现小幅走强。周五，美元
兑在岸人民币收于 6.8645，周内累计下跌 0.02%；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收于 6.8653，周内累计下
跌 0.24%。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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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多重利好消息推升国际原油价格
2019 年开年第一周，多重利好消息对国际油价形成支撑。一方面，本周美元指数接连下
跌对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原油价格构成上行支撑。另一方面，数据显示 2018 年 12 月，从欧佩克
国家发往美国的原油船货数量降至至少五年来新低（每日 163 万桶）。周五，美国原油库存降
幅超市场预期进一步提振油价，日内最高升至 49.22 美元/桶，收于 48.31 美元/桶，周内累计上
涨 6.90%。

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连续三周上涨
本周，美国政府关门持续、美指继续承压下跌，助推黄金价格得以延续上周的涨势，周内
最高价一度突破 1300.40 美元/盎司。周五，美国劳工部公布的 12 月份非农数据表现强劲，将
提振美联储 2019 年加息预期，金价因此出现本周内首次下跌。周五，黄金价格收于 1286.20 美
元/盎司，周内累计小幅上涨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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