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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 1 月非农数据仍不及预期 

2 月 5 日，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公布数据显示，1 月美国非农就

业增加 4.9 万人，不及预期的 10.5 万人。同时公布的数据还有，美国 1 月

失业率下降 0.4 个百分点至 6.3%，预期值和前值均为 6.7%；1 月平均时

薪涨幅录得 5.4%，好于预期值 5.0%和前值 5.1%。消息公布后，美元指数

短线下跌 11 点，现货黄金短线走高。 

联合点评：作为拜登上任后的首份就业报告，1 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延续了自去年 11 月以来的低迷，尽管增速转正但已连续三个月不及预期，

同时失业率的下降主要源自劳动人数的下降（环比减少 40.6 万），显示

劳动参与意愿反而有所降低。从未来趋势看，随着 1 月以来美国新增感染

人数的逐步回落、疫苗接种的大幅提速以及财政刺激开始落地发力，美国

的就业状况或有望加速改善。 

美国 1 月 ISM 服务业创两年最快扩张速度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于 2 月 3 日周三公布，1 月美国 ISM 服务

业指数意外升至 58.7，创 2019 年 2 月以来最高，并连续 8 个月处于扩张

区间。12 月前值也从 57.2 上修至 57.7，市场原本预期 1 月会环比降至

56.7，11 月前值 55.9 曾创半年新低；1 月的新订单指数上升 3.2 个点至

61.8，连续 8 个月扩张，并创 2020 年 7 月以来的半年新高，12 月前值从

58.5 小幅上修至 58.6；就业指数大幅上行 6.5 个点至 55.2，重新进入扩张

区间，并创 11 个月最高。 

联合点评：由于新订单和就业人数的增加，1 月贡献美国经济约 90%

的服务业经济活动达到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这可能受益于美国政府在

去年年底提供的 9,000 亿美元援助的刺激。此外，1 月纽约市等美国多个

大城市放宽防疫制度推动了消费开支，也助推了服务业就业指标的重返

扩张。 

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发表外交政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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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拜登当天与副总统哈里斯一

同前往美国国务院，与外交人员见面并发表大约 20 分钟演讲。演讲中，拜登将中国称为“重

要竞争对手”，声言将应对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同时提出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

与中方开展合作。拜登称，美国将重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世界事务，同时宣布停

止支持也门战事、暂停实施部分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等政策。此外，拜登宣称要对俄罗斯干预美

国选举、实施网络攻击等作出强硬回应，俄罗斯此前对这些指责均予以否认。 

联合点评：拜登此次的外交政策首秀仍延续了此前思路。对华关系方面，拜登一方面称中

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扬言在经济、人权、知识产权等领域对华反击，另一方面又提出准备

与中国合作的理念，总体上释放了推动中美关系回归基本面和“暗中博弈”的信号，与特朗普

时期对华公开的打压遏制有所区别。同时，拜登正式叫停驻德美军“撤军令”、强硬对待俄罗

斯、在也门等问题上的立场也与特朗普时期相悖，显示了其外交政策将重回传统建制派立场，

满足欧洲盟友对所谓美国领导力回归的预期的特点。 

法德领导人表示支持欧盟新冠疫苗采购策略 

    2 月 5 日，鉴于欧洲近期在新冠疫苗订购和供应方面备受诟病，默克尔和马克龙在联合记

者会上共同发声、捍卫了欧洲统一的疫苗采购政策。默克尔坚称，欧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在根本性问题上都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马克龙也强调，法国完全支持欧洲选择的道路，并反

驳说：“想象一下，如果法国和德国在采购疫苗时处于竞争的位置，那么只会带来混乱和适得

其反的效果。”与此同时，马克龙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获得的新冠疫苗数量会越来越

多。他呼吁欧洲加快疫苗生产的进程，并承诺，在 4 月到 6 月期间的疫苗接种工作就能顺利地

开展。 

联合点评：截至 2 月 7 日，欧盟的新冠疫苗接种进度显著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欧盟仅有

不到 4%的人口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而美国和英国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 11%和 17%，除辉瑞公

司考虑优先保障美国本土未兑现对欧盟供应承诺外，与疫苗对物流、供应链的高要求也不乏关

联。与此同时，由于感染人数持续升高，欧洲多国又开始实施新一轮防疫限制，削弱了经济复

苏的乐观情绪。截至目前，欧盟已与阿斯利康、赛诺菲-GSK、强生、Moderna 与 CureVac 公

司订购了约 17 亿剂疫苗，但由于生产能力仍不能满足供应，预计欧盟未来仍将进一步多样化

其疫苗采购，而鉴于中国疫苗在多个国家接种已有很好的口碑，中国疫苗未来有望更多地参与

到欧盟的疫苗供应中。 

英国央行按兵不动，暗示短期内不会采取负利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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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4 日，英国央行公布了利率决议，维持利率水平在 0.1%不变，维持资产购买总规模

在 8950 亿英镑不变，均符合市场预期。英国央行表示，在经济取得重大进展之前，英国央行

不打算收紧政策，货币政策立场仍然宽松。经济增长方面，英国央行预计，2020 年英国 GDP

估计将收缩 10%，2021 年 GDP 增速预期为 5%。关于负利率，英国央行表示，若有必要，为

负利率做好准备是合适的，但如果在 6 个月内实行负利率则存在操作风险。决议公布后，英镑

兑美元短线走高超 70 点。 

联合点评：IMF 和英国央行目前均预期英国 2020 年经济将萎缩 10%。尽管官方数据尚未

公布，但这将是 300 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受创程度在 G7 国家中居于首位。但另一方面，英国

目前在接种新冠疫苗方面也是最领先的国家之一，目前已有超过 1,200 万剂被顺利接种，明显

快于欧洲其他国家，预计将在二月中旬达到给所有脆弱、易感人群接种疫苗的目标。如果新冠

疫苗接种计划允许经济重新开放，2021 年年末英国经济形势可能将会好转，负利率可能不再

有必要。 

疫情加重，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限制部分商业活动 

由于近日阿联酋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不断上升，当地时间 2 月 5 日，为加强疫情防控，阿联

酋首都阿布扎比政府对部分商业活动规模加以限制，并自 2 月 5 日开始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关闭电影院（包括艾因市）；2. 购物中心和商场只能开放总容量的 40%；3.运动中心和体育

场馆只能开放总容量的 50%； 4. 餐厅和咖啡馆只能开放最大承载量的 60%。  

联合点评：新冠肺炎的高传染性、全球性和反复性给阿联酋这样的交通、贸易和人员往来

枢纽带来巨大挑战。因冬季新年游客大量涌入和变异毒株的出现，阿联酋的日增确诊病例屡创

新高。但另一方面，阿联酋已有超过 256 万人接种新冠疫苗，接种率（26%）位居世界第二（仅

次于以色列），且得益于阿联酋与中国在疫苗领域的深入合作，大部分为中国疫苗，因此其重

症患者和致死率很低。同时，阿联酋借力中国打造“中东疫苗中心”携手抗疫，有望成为中东

第一个生产疫苗的国家。阿联酋医疗资源丰富，政府管理有效，加上疫苗的广泛应用，预计不

会发生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 

缅甸突发军事政变 

2 月 1 日凌晨，缅甸军方在首都内比都实施突击行动，扣押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总统温敏

以及其他一些民盟高级官员。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宣布接管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部门权

力，由副总统吴敏瑞担任缅甸代总统，军方将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缅甸短时内已经出现

全国通信系统大范围中断、国内国际航班全部暂停、部分地区出现民众抢购生活必需品的情况。

西方媒体多把此次事件定义为“政变”，但缅甸军方坚称本次行动是根据宪法行事，意在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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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的“选举舞弊”做出回应。该突发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目前多国及联合国均

发表谴责声明，呼吁释放昂山素季等人，并表示可能就对缅甸实施制裁。 

联合点评：此次突发事件的导火索是军方质疑去年 11 月的大选结果，究其根本是军方的

权力范围的不断收缩，遂先声夺人采取接管国家权力的举措。在历史遗留问题、种族矛盾对立

和军方干政三重大山的压力下，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民主进程发展缓慢，为当下缅甸的政局动

荡埋下伏笔。本次突发事件可能会令缅甸陷入困境，在新冠疫情、军事政变以及外部资金流入

减缓的多重因素下，缅甸可能面临较大的经济下滑风险，对政府债务偿付也产生负面影响。此

外，国际大国可能因此介入缅甸内政，也将进一步推高其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惠誉将巴拿马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下调至“BBB-”，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 

2 月 3 日，惠誉将巴拿马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BBB/BBB”下调至“BBB-/BBB-”，

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惠誉认为，新冠疫情的蔓延进一步削弱了巴拿马公共财

政实力，而罕见的经济萎缩以及政府财政收入骤降令巴拿马公共债务水平显著上行，偿债风险

不断上升。负面展望则反映了巴拿马政府财政整固前景仍不乐观，且疫苗分发的延迟之下疫情

仍未能得到控制为其经济复苏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惠誉将科威特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 

2 月 2 日，惠誉将科威特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时维持其长

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AA”不变。关于调降展望理由，惠誉认为，科威特国家一般储备

基金（GRF）的流动资产即将耗尽，同时科威特议会迟迟未授权政府借款，均增加了近期债务

的流动性风险。此外，科威特政治僵局导致改革缺位，财政及外部状况进一步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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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 BBB/BBB 稳定 2021/2/5 BBB/BBB 稳定 2020/8/7 不变 

巴拿马 BBB-/BBB- 负面 2021/2/3 BBB/BBB 稳定 2020/2/6 下调级别 

科威特 AA/AA 负面 2021/2/2 AA/AA 稳定 2020/4/7 下调展望 

穆迪（Moody’s） 

捷克 Aa3/Aa3 稳定 2021/2/5 Aa3/Aa3 稳定 2019/10/4 不变 

摩洛哥 Ba1/Ba1 负面 2021/2/4 Ba1/Ba1 稳定 2018/11/20 下调展望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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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美债收益率“短跌长涨”长端收益率趋陡，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本周，美债收益率“短跌长涨”，且长端收益率趋陡。上周美联储议息会议决议宣布维持

现行利率水平和购债计划不变，对当下经济表态略显悲观，市场认为短期内无需过度担忧削减

宽松，在此背景下 1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下跌 1.80 个 BP 至 0.07%，而由于疫苗的广泛

接种和政府刺激效应逐步显现，市场针对经济增长和通胀寄予更多期望，表现为中长期国债收

益率上涨，尤其是 10 年期国债走势进一步陡峭化，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债平均收益率分

别较上周上升 2.80 个和 7.60 个 BP 至 0.45%和 1.14%。 

 

数据来源：WIND 

本周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相应期限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中美国债利差方面，1 年期和

5 年期分别较上周走扩 8.32 个和 1.74 个 BP 至 2.59%和 2.59%，而由于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上

升更为迅速，中美 10 年期国债利差则较上周收窄 3.79 个 BP 至 2.06%。本周 1 年期日美国债

利差较上周收窄 2.54 个 BP 至-0.19%，5 年期和 10 年期日美国债利差则较上周分别走扩 1.84

个和 5.82 个 BP 至-0.56%和-1.08%。本周欧元区 1 年期和 5 年期公债与美国国债利差较上周分

别收窄 2.38 个和 2.04 个 BP 至-0.76%和-1.15%，10 年期利差较上周走扩 0.06 个 BP 至-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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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37 2.5104 8.3240 18.038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1916 -0.2170 2.5400 4.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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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0.7647 -0.7885 2.3803 10.8757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2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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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99 2.5725 1.7360 -0.6470 

日本 国债利率：5年 -0.5576 -0.5392 -1.8400 -7.7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年 -1.1519 -1.1723 2.0392 -6.2593 

英国 国债收益率：5年 -0.4021 -0.4328 3.0647 1.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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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39 2.1018 -3.7880 -14.646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0796 -1.0214 -5.8200 -17.5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6052 -1.6046 -0.0580 -11.2174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6872 -0.6943 0.7067 -1.60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延续上周涨势，除英镑外主要非美货币承压走弱 

本周公布的美国 1 月服务业就业指数录得 55.2，为 2020 年 2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ISM

服务业 PMI 也达到 2019 年 2 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叠加美国总统拜登采取行动争取推进更多

财政刺激等利好，美元指数延续上周涨势，尽管周五非农数据不及预期一度施压美元回落，

周五美元指数仍收于 90.9921，周内累计收涨 0.49%，涨幅较上周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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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在欧盟国家疫苗接种进度远滞后于美国和英国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落差

加大，进一步施压欧元，周四欧元兑美元自去年 12 月以来首次跌破 1.20 关口，但后续又有所

回升，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2049，周内累计收跌 0.66%。本周英国央行上调 GDP 增速预测，

同时淡化了负利率预期，加上英国疫苗接种的进展较快，令英镑顶住了强美元压制，周五英镑

兑美元收于 1.3737，周内累计收涨 0.12%。美元走强、美股再创新高打压了日元的避险需求，

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05.3750，周内累计上涨 0.69%。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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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距春节长假仅余一周，企业结汇需求已逐步趋弱，加上节前交投意愿清淡，市场流动

性变差，人民币在美元指数走强的背景下承压走弱。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4589，

周内累计上涨 0.15%；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4810，周内累计上涨 0.79%。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强势五连阳，刷新近一年高位 

本周国际原油价格五天连涨，持续刷新近一年高位。供给限制与疫苗接种后需求的修复是

油价维持强势的主要原因。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降至 4.76亿

桶，为自去年 3 月以来最低；OPEC+各国 1 月严格执行减产以及沙特做出的 2~3 月额外减产

承诺也为油价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新冠疫苗继续在全球接种以及部分国家的经济率先恢复

也有望引领原油需求升势，令周内油价不断续创新高，创近一年高位，自去年 11 月新冠疫苗

研发以来油价已上涨约 50%。周五，NYMEX原油价格收于 57.07美元/桶，周内累计大幅上涨

9.77%；ICE布油收于 59.62美元/桶，周内涨幅亦高达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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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避险需求减弱施压黄金价格走软 

    本周美元上涨施压金价，加上市场对疫苗接种和刺激政策的乐观情绪，黄金的避险吸引力

有所减弱，周五 COMEX 黄金期货收于 1,815.2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跌 2.67%。 

 

 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