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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3 月 15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商投资法》，这部法律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外商投

资法实施后，将取代“外资三法”，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

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成为新时代中国利用外资的基础性法律。 

联合点评：外商投资法将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和中国市场对外

资的吸引力，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和积极努力。在

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抬头之际，这部法律提供了更多增加透

明度、促进平等机会、增强投资者信心的机制，这将在全球层面促进

贸易投资发展。 

白宫向国会提交总额 4.7 万亿美元新财年预算报告 

3 月 11 日，美国白宫向国会提交总额约 4.7 万亿美元的 2020 财

年（始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联邦政府预算报告。报告提出增加防务

开支，并计划通过削减非防务开支等手段降低财政赤字。报告预计，

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则将在 2020 财年达到 1.1 万亿美元，为 10 年来最

高水平。此外，白宫还要求国会拨款 86 亿美元用于在美国同墨西哥

边境修建边境墙，大幅高于前一财年提出的 57 亿美元。 

联合点评：按照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流程，白宫须每年向国会提交

一份涵盖联邦政府全部机构的预算报告，就公共支出提出建议，具体

预算方案则由国会协商制定。由于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白宫最新提

交的这份预算报告对国会制定具体预算方案以及以后的拨款提案实

际影响力有限，但白宫的预算要求可能会使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纠

纷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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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议案和“无协议脱欧”接连被否，英国议会投票支持延期脱欧 

3 月 12 日，英国议会以 391-242 票再次否决了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

案。次日，英国议会又否决了在没有达成脱欧协议的情况下脱离欧盟的想法。3 月 14 日，英

国议会以 412 票支持、202 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政府动议。根据该动议，若议会下院在本月

20 日前通过一份“脱欧”协议，英国政府将与欧盟协商，寻求将“脱欧”最终期限由目前的本

月 29 日推迟至 6 月 30 日；否则英国政府仍将与欧盟协商推迟“脱欧”事宜，但“脱欧”最终

期限将取决于欧盟的决定。 

联合点评：在英国经历了关键的一周后，“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已大大降低，英镑兑美元

汇率也达到了近九个月以来的新高。尽管如此，目前英国“脱欧”的前景仍不明朗，英国议会

在 3 月 20 日前就“脱欧”方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不大，英国延迟“脱欧”几成定局，未来英

国有可能以提前大选或第二次“脱欧”全民公投的方式打破目前的“脱欧”僵局。 

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仍遥遥无期 

在 3 月 15 日举行的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0.1%不变，维持政策利率

的前瞻指引不变，维持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在 0%不变。日本央行还将继续以每年约 80 万

亿日元的速度购买日本国债。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在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全球经济

增速放缓正在影响日本的出口和生产，但日本经济仍将维持温和扩张，因此，继续当前的政策

是合适的。 

联合点评：由于日本通胀水平仍远低于 2%的目标水平，再加上对中国需求放缓以及全球

贸易紧张局势的担忧，日本央行距离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似乎还遥遥无期。另一方面，日本持

续多年的大规模印钞已经抽干了市场流动性，并损害了商业银行的利润，也加大了人们对长期

宽松措施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担忧。 

土耳其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2018 年经济增速放缓至十年来新低 

3 月 11 日，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四季度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GDP）

经季调后下降 2.4%，继第三季度下降 1.1%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从而进入技术性衰退。从全

年来看，2018 年土耳其经济增长 2.6%，较 2017 年 7.4%的增速大幅放缓，创下自 2009 年以来

最慢增速。 

联合点评：2018 年土耳其遭遇货币危机，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暴跌，引发投资和消费放

缓，日常消费品和能源价格大涨。货币危机发生后，土耳其政府发布为期三年的中期经济规划，

采取一系列刺激措施，期望将 2019 年和 2020 年经济增速分别维持在 2.3%和 3.5%，并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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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恢复到 5%。从目前来看，土耳其金融市场已企稳，外部竞争力有所改善，但信心疲弱、企

业偿债负担沉重、货币政策从紧以及欧元区市场需求疲软，仍对国内外需求构成压力，土耳其

的增长前景依然疲弱。 

新西兰遭遇恐怖袭击，已造成百人伤亡 

3 月 15 日，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真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截至 17 日伤亡人

数已上升至 50 死 50 伤。新西兰全国增加警力部署，同时各地展开悼念活动。新西兰总理阿德

恩在枪击案发生后表示，她将对新西兰的枪支法进行修改，并将加强枪支管控力度。 

联合点评：这起枪击事件会给向来以安全著称的新西兰带来一系列影响。首先，新西兰提

高了国家安全警戒级别，主要城市大幅增强警力，安保不断加强。其次，一段时间内，新西兰

旅游业可能受到冲击，如何重新吸引游客也是一项新任务。此外，新西兰政府此前刚刚承诺提

高移民配额。这次事件对新西兰社会冲击巨大，今后在讨论相关政策时，可能会面临更为敏感

和复杂的环境。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标普上调葡萄牙主权长期本、外币信用等级至“BBB” 

3 月 15 日，标普将葡萄牙长期本、外币信用等级由“BBB-”上调至“BBB”,评级展望由

“正面”调整为“稳定”。标普表示，葡萄牙经济有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增长，政府

财政有望保持初次盈余，公共债务水平将持续下降。 

表 1 国家主权评级调整情况 

国家 最新评级 评级展望 评级日期 上次评级 
上次 

评级展望 

上次 

评级日期 
评级变动 

标普（S&P） 

葡萄牙 BBB/BBB 稳定 2019/3/15 BBB-/BBB- 正面 2018/9/14 上调等级 

惠誉（Fitch） 

印度尼西亚 BBB/BBB  稳定 2019/3/14 BBB/BBB  稳定 2018/9/2 不变 

瑞士 AAA/AAA 稳定 2019/3/15 AAA/AAA 稳定 2018/9/21 不变 

挪威 AAA/AAA 稳定 2019/3/15 AAA/AAA 稳定 2018/9/21 不变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日本央行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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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 月 15 日举行的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0.1%不变，维持政策利率

的前瞻指引不变，维持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在 0%不变。日本央行还将继续以每年约 80 万

亿日元的速度购买日本国债。全球其他主要央行基准利率水平也维持不变。 

表 2  全球主要央行基准利率水平   单位：% 

央行名称 利率名称 当前值 前次值 变动基点 公布时间 下次预测值 

美联储 联邦基准利率 2.25-2.50 2-2.25 0 2019/1/31 2.25-2.50 

欧洲央行 基准利率 0 0 0 2019/3/7 0 

日本央行 政策目标基准利率 -0.1 -0.1 0 2019/3/15 -0.1 

英国央行 基准利率 0.75 0.75 0 2018/11/1 0.75 

中国人民银行 基准利率 4.35 4.35 0 2015/10/23 4.35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美国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均有所下行，日本和欧洲国债与美债利差大部分有所收窄 

本周，美国各期限国债到期收益率均有所下行。从国债利差来看，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

国债利差分别较上周走扩了 4.81 和 1.87 个 BP 至 0.63%和 0.52%，1 年期中美国债利差仍处在

负利差区间，较上周收窄 2.49 个 BP 至-0.06%。日本负利率状况下，各期限国债与美债利差绝

对值有所收窄。具体来看，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利差区间分别较上周收窄了 0.16、4.60 和

3.34 个 BP，达到-2.68%、-2.59%、和-2.65%。欧元区 1 年期和 5 年期公债与美债收益率平均

利差分别收窄了 0.13 和 2.45 个 BP 达到-3.10%和-2.78%，10 年期公债与美债收益率平均利差

小幅走扩了 0.12 个 BP 达到-2.51%。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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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12 -0.0861 2.4920 -0.010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2.6774 -2.6790 0.1600 6.5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3.0977 -3.0991 0.1341 13.3074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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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23 0.5842 4.8080 17.3395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2.5858 -2.6318 4.6000 9.22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7835 -2.8080 2.4494 -3.0591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5684 -1.5879 1.9533 6.23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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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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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45 0.5058 1.8720 -0.357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2.6472 -2.6806 3.3400 4.58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2.5054 -2.5042 -0.1200 -13.2367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1.4014 -1.4031 0.1700 -2.051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美元指数持续走弱，除日元外大部分主要非美货币集体走强 

本周，美国公布的 1 月耐用品订单、营建支出、2 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等数据表现

良好，但这些数据并没有对美元产生多少支撑，外加英镑大幅反弹，使得美元指数延续上周五

的趋势持续下跌。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96.5434，周内累计下跌 0.66%，较上周末下跌 0.85%。 

 
数据来源：WIND 

本周，欧元方面，受美元指数持续下跌影响，欧元/美元汇率从一年半低位反弹，收复 1.13

关口，缓和此前的跌势。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1325，周内累计收涨 0.72%，较上周末收涨

0.83%。但欧元区堪忧的经济增长前景以及欧央行鸽派立场或令欧元承压，在多空较量前提下

预计欧元的反弹可能不会持久。英镑方面，由于有关英国脱欧的重磅消息频传，英镑兑美元汇

率明显走强。周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3293，周内累计收涨 1.08%，较上周末收涨 2.12%。日元

方面，本周日本央行表示维持利率前瞻指引不变，将在更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当前超低利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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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了整体经济预期。受此影响，日元有所走软。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11.1700，周内累计收

涨 0.24%，较上周末收涨 0.28%。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受美元指数走弱影响，在、离岸人民币均小幅走强。周五，美元兑在岸人民币周五收于

6.7117，周内累计下跌 0.20%；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收于 6.7135，周内累计下跌 0.28%。由于贸易磋商

进展顺利的利好已基本被消化，未来几周在新的磋商细节公布或取得进展之前，人民币汇率将有望

维持平稳波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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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多重利好消息支撑国际原油价格升破 58 美元/桶关口，刷新 2019 年以来高点 

本周，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及其伙伴国主导的减产措施可能进一步延长以及美元

原油库存以外减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持续得到支撑，实现四连涨并于周三升破 58 美元/桶

关口，刷新 2019 年以来的高点。美国能源信息局 13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 8 日的一周

中，美元原油库存环比减少了 390 万桶，而市场预期库存将增加。此外，美国对欧佩克成员国

伊朗和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制裁也进一步导致原油市场供应趋紧。周五，国际原油价格收于

58.74 美元/桶，周内累计上涨 3.47%，较上周末上涨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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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触及两周高位 

本周，因美国经济数据不温不火，强化了美联储将对货币政策保持耐心的观点，而在关键

投票前英国脱欧协议的不确定性也提振了金价的吸引力，黄金价格延续了上周的上涨趋势。周

五黄金收于 1302.3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上涨 0.70%，较上周末上涨 0.28%。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