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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 4 月 CPI 和 PPI 超预期上涨 

当地时间 5 月 11 日，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4 月美国消

费者价指数（CPI）同比增长 8.3%，较前值 8.5%有所回落，但仍高于 8.1%

的市场预期水平。12 日，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4 月美国生产

者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长 11.0%，前值为 11.2%，预期值为 10.7%。 

联合点评：美国 4 月 CPI 和 PPI 数据虽然较前值均小幅回落，但仍

高于预期水平。从生产端看，俄乌冲突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是推升生

产成本的重要因素，由于企业将成本向消费端转移，美国通胀高企的持续

时间或将长于市场预期。4 月显著上涨的能源价格（30.3%）仍是拉动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并带动交通运输价格（19.9%）显著上涨。此外，食品

和住房价格同样上涨显著。美联储已经连续两次上调基准利率水平，但在

供应端趋紧的背景下，收紧货币政策的对通胀的影响较为有限，因此美联

储是否将采取更为激进的加息行动成为本次数据公布后市场关注的焦点。 

欧洲央行行长释放加息信号 

当地时间 5 月 11 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预计欧洲央行将在

第三季度初结束资产购买，可能在购债结束后的几周内加息，最快将在 7

月采取行动，首次加息后的政策正常化进程将是渐进的。 

联合点评：欧元区同时面临通胀高企和经济增速放缓两大难题，导致

欧洲央行陷入政策选择困境。从通胀水平看，俄乌冲突推动全球大宗商品

价格全面上涨并对供应链形成冲击，欧元区通胀持续高企，4 月欧元区CPI

增幅续创历史新高（7.5%）。此外，由于欧洲地区和俄罗斯的能源争端持

续加剧，能源供给的不确定导致欧元区未来面临着通胀水平进一步上涨

的风险。从经济增长看，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显著放缓（0.2%），持续

高企的通胀和供应短缺导致的生产能力受限已经对消费端和生产形成明

显的抑制作用，进而导致经济增速动能减弱。因此，通过加息对抗通胀成

为欧洲央行的政策选择，这也将成为 2011 年 4 月以来欧洲央行的首次加

息。 

英国一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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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 月 12 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英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

环比增长 0.8%，低于 1.0%的预期增速。其中 1 月 GDP 环比增长 0.7%，2 月没有增长，3 月

GDP 环比萎缩 0.1%。 

联合点评：英国一季度经济增速显著放缓，同时月度数据显示经济增长整体处于下行趋势。

由于俄乌冲突推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季度英国贸易逆差走扩至历史最高水平（相当于 GDP

的 5.3%），成为拖累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因素。此外，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导致

居民生活成本的显著上涨，进而对消费者产生抑制作用，一季度私人消费同样有所走弱（环比

增长 0.6%）。为抑制通胀，英国央行自去年 12 月以来已连续四次采取加息行动，但并未产生

显著效果，预计未来持续高企的通胀仍将进一步削弱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英国经济增

速承压下行风险有所提升。 

芬兰正式决定申请加入北约 

当地时间 5 月 15 日，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芬兰总理马林就芬兰安全政策在联合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芬兰总统和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部长级委员会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联合点评：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加剧。除芬兰外，

此前瑞典也表达了加入北约的意向。芬兰和瑞典长期保持“中立”立场，此次申请加入北约表

明俄罗斯和欧洲之间面临的战争风险进一步升级。本月初，北约秘书长已经作出支持两国加入

北约的表态。但由于认为两国支持被认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是唯一对两国

加入表示反对的北约成员国，为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过程增加了不确定性。 

小马科斯赢得菲律宾总统选举 

当地时间 5 月 9 日，菲律宾举行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选举。选举结果显示，菲律宾前总统

马科斯之子小马科斯赢得选举。小马科斯的竞选搭档、菲律宾现任总统长女莎拉·杜特尔特赢

得副总统选举。 

联合点评：菲律宾新一届总统选举是两大政治家族联手“强强联手”的结果，有助于保障

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但同时意味着总统和副总统层面的相互制约作用有所削弱，存在一定

家族政治垄断态势。新任总统小马科斯大概率将延续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经济治理框架，预计

未来基建领域仍将是政府投资的重点。作为重要的中间产业，基建扩容将对上下游产业形成良

好的拉动作用，进而降低当地失业率和贫困率水平。新任总统在对外关系中倾向于中立的立场，

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发展。 

阿根廷和墨西哥央行均宣布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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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 月 12 日，阿根廷央行宣布加息 200 个基点，将基准利率由 47%提高至 49%，

年内第 5 次上调基准利率水平。同日，墨西哥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50 个百分点至 7.0%，

自 2021 年 6 月以来连续第 8 次加息。 

联合点评：通胀高企是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俄乌冲突

推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背景下，阿根廷面临的恶性通胀进一步加剧，4 月年化通胀率涨幅达

到 58%，创下近 30 年以来新高，而墨西哥 4 月 CPI 涨幅创下近 20 年来新高，通胀问题同样

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尽管美联储年内仅采取了两次加息行动，累计上调基准利率 75 个基点，

但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则普遍采取了多次、大幅加息，其主要目的在于提振本币、防范资本外流，

并以此来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 

印度禁止小麦出口 

当地时间 5 月 13 日，印度政府宣布，为确保国内粮食供应充足将执行小麦出口禁令。印

度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办结出口手续的货物仍可以出口，而且禁止海外运输的举措不

是永久性的，后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联合点评：国内通胀高企和粮食作物面临减产风险是导致印度宣布粮食出口禁令的重要

原因。4 月印度 CPI 同比上涨约 8%，创下近 8 年来新高；同时，印度政府预计受干旱天气影

响，本年度印度小麦产量或将下降至 1 亿吨左右。印度是全球第二大小麦生产国，但在全球小

麦出口市场较小，市场份额占比不足 5%，预计印度本次出口禁令对全球小麦市场的影响有限。

此前，俄乌冲突爆发后两国相继发布粮食出口禁令，随后多国陆续宣布禁止本国粮食出口。在

此背景下，印度粮食出口禁令表明短期内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仍将持续。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上调塞舌尔主权信用展望至“正面” 

5 月 13 日，惠誉维持塞舌尔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为“B+/B+”不变，评级展望由

“稳定”上调至“正面”。惠誉认为，2021 年塞舌尔财政赤字目标相对比 GDP 的比重为 3.1%，

达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扩展基金（EFF）审查中设定的目标。2022 年塞舌尔将实施一些财

政措施，降低高通胀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但惠誉预计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其他财政支出下降将

财政赤字率收窄至 2.8%。2022 年 3 月，塞舌尔的旅游业已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预计 2022 年

塞舌尔经济将实现 6%的增长。但塞舌尔经济对旅游业的依赖性较高，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航

运成本上涨以及同时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是塞舌尔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赛尔舌经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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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处于赤字，进口成本的上涨或将导致塞舌尔经常账户赤字持续保持高位。塞舌尔外债同样

处于较高水平，但强劲的外部流动性缓解了国际收支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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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誉（Fitch） 

塞舌尔 B+/B+ 正面 2022/05/13 B+/B+ 稳定 2021/11/19 上调展望 

马耳他 A+/A+ 稳定 2022/05/13 A+/A+ 稳定 2021/11/19 不变 

瑞士 AAA/AAA 稳定 2022/05/13 AAA/AAA 稳定 2021/11/19 不变 

摩洛哥 BB+/BB+ 稳定 2022/05/13 BB+/BB+ 稳定 2021/12/20 不变 

标普（S&P） 

布基纳法索 CCC/+CCC+ 稳定 2022/05/14 CCC/+CCC+ 负面观察 2022/01/27 上调展望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回落，除英国外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总体收窄 

本周，多位美联储官员发表鹰派言论，其中包括“不排除加息 75 个基点的可能性”，同

时 CPI 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高于预期水平，市场预计美联储将采取更为激进的加息行动抑制通

胀，引发了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将受到冲击的担忧，并带动避险情绪显著提升，各期限美债收

益率全线回落。周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并未积极考虑加息 75 个基点，同时重申

未来 2 次会议上各加息 50 个基点是合适的，缓解了市场的担忧情绪，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小幅

反弹。具体来看，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分别下降 10.0 个、

11.4 个 BP 和 6.8 个 BP 至 2.00%、2.89%和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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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 1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由负转正，上涨 7.24 个 BP 至 0.03%，5 年期和 10 年

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分别收窄 11.90 个和 12.68 个 BP 至-0.30%和-0.13%。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分别收窄 8.64 个、14.43 个和 12.34 个

BP 至-2.08%、-2.87%和-2.69%。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欧元区公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

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分别收窄 10.07 个、6.61 个和 8.73 个 BP 至-2.25%、-2.13%和-1.89%。本

周，全球避险情绪上涨叠加英国经济疲软导致英国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5 年期和 10 年英美

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走扩 10.94 个和 8.21 个 BP 至-1.37%和-1.10%。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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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35 -0.0390 7.2450 -190.656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2.0786 -2.1650 8.6400 -164.9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2528 -2.3535 10.0670 -115.831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5 月 16 日早上 10:00，下同。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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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0 -0.4211 11.9010 -166.540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2.8702 -3.0145 14.4300 -152.62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1268 -2.1929 6.6148 -35.4339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3671 -1.2577 -10.9367 -85.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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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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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304 -0.2573 12.6810 -140.632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2.6926 -2.8160 12.3400 -129.0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8921 -1.9793 8.7252 -16.8769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1.0984 -1.0163 -8.2067 -55.956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一度突破 105 关口，避险属性提振日元走势 

本周，多位美联储官员发布鹰派言论，同时美国 CPI 增幅高于预期水平，市场预计美联储

将采取更为激进的加息行动并将对经济形成冲击，避险情绪显著上涨，美元指数一度突破 105

关口，再度刷新近 20 年来新高。但周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关于美联储并未积极考虑加息 75 个

基点的表态缓解了市场情绪，当日美元指数小幅回落。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104.4509，

周内累计收涨 0.76%。 

 
数据来源：WIND 

本周，虽然欧洲央行释放了将在 7 月加息的信号，但目前欧美货币政策仍处于分化阶段，

叠加欧元区经济增长低迷，欧元承压下行，周五盘中低点下跌至近 5 年的最低水平，本周欧元

兑美元收于 1.0414，周内累计收跌 1.20%。本周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英国一季度经济增速显著

放缓并在 3 月陷入萎缩，同时英欧关于脱欧谈判中“北爱尔兰议定书”再起争端，市场对英国

经济将陷入衰退的预期导致英镑走软，本周英镑兑美元收于 1.2264，周内累计收跌 0.6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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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由于市场对美联储将采取激进的加息行动并导致美国经济承压下行的预期显著提升，日元

的避险属性得到提振，本周日元小幅反弹，美元兑日元收于 129.2250，周内累计收跌 1.01%。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受中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和国内疫情波动等因素，本周离、在岸人民币仍呈现下行

走势，盘中双双跌破 6.8 关口。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7993，周内收涨 1.38%；

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7830，周内收涨 1.24%。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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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端不确定性增加国际油价波动性 

本周原油价格呈现先降后升的 V 型走势，波动性显著增强。前半周，由于欧盟成员国之

间面临较大的分歧，欧盟全面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的计划被搁置，同时沙特宣布自 6 月起下调

销往亚洲的原油价格，石油价格显著下行。周三，乌克兰宣布切断了一条向欧洲地区输送俄罗

斯天然气的管道，降低了过境天然气约三分之一的供给，由于俄罗斯是欧洲地区天然气的主要

来源，市场对能源供应短缺的担忧再度提升，国际油价在后半周显著反弹，但未能抵消此前跌

幅。截至本周五收盘，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110.16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0.24%；ICE 布油

价格收于 111.22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1.52%。 

 

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一度跌破 1,800 美元/盎司关口 

本周，由于多位美联储官员发布鹰派言论，市场预期美联储将采取更为激进的加息行动，

美元指数持续上涨，打压黄金价格走势，一度跌破 1,800 美元/盎司关口。截至本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810.3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跌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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