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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宣布最大规模原油储备释放计划 

当地时间 3 月 31 日，美国政府宣布，未来 6 个月美国将每天释放 100

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共释放 1.8 亿桶石油，这是美国自 1974 年建立石油

储备计划以来规模最大的释放计划。 

联合点评：美国宣布释放原油储备次日，国际能源署发布公告称，再

次对市场释放原油应急储备。美国和国际能源署此举旨在缓解俄罗斯石

油供应短缺带来的市场冲击。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英国相继宣布对俄

罗斯采取的能源禁运，导致全球能源供给缺口大幅走扩。由于原油是多种

化工产品的生产原料，能源价格上涨将导致各行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上涨，

并进一步向消费端转移，进一步推升通胀水平上涨。本次消息发布后，供

给增长的预计令石油价格大幅回落，但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和沙特的全

球第三大原油生产国和出口国，预计本次原油储备释放的长期影响有限，

石油供应短缺将成为持续影响市场的风险因素。 

美国 3 月新增非农就业 43.1 万人，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 

当地时间 4 月 1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3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

业人数为 43.1 万。失业率下降至 3.6%，创 2020 年以来新低。劳动参与

率上涨至 62.4%，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5.6%。 

联合点评：从新增就业的分布看，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休闲和酒店行

业以及专业和商业服务行业出现显著复苏，成为新增就业人数最多的行

业。从劳动参与率和时薪水平看，通胀水平的持续高企降低了消费者购买

力，并促进其回归劳动力市场，但美国劳动力市仍面临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与此同时，劳动力短缺促使企业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吸引劳动力，但进一步

了加剧通胀持续上涨的压力。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表现为美联储在下一次

议息会议中进一步上调基准利率水平提供了良好支撑。 

欧元区 3 月 CPI 同比增长 7.5%，再创历史新高 

当地时间 4 月 1 日，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3 月欧元区消费者物

价指数（CPI）同比增长 7.5%，创 1997 年有历史纪录以来新高。其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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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价格同比上涨 44.7%，是推动物价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此外食品和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5.0%，

非能源工业品上涨 3.4%，服务涨幅为 2.7%。 

联合点评：俄乌冲突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上涨是推动欧元区通胀水平进一步走高的

主要因素。能源方面，俄罗斯是欧盟的主要能源供给国，供应了欧盟地区近一半的天然气的近

四分之一的石油，俄乌冲突和欧盟对俄制裁措施加剧了能源供给的不确定性。由于能源是多种

产品的重要生产原料和运输业主要成本来源，能源价格上涨将导致各行业生产成本的全面上

涨。食品方面，作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由于战争因素宣布粮食出口禁令，同时关闭多个位

于黑海地区的港口，带动欧盟地区食品价格显著上涨。通胀高企进一步推升了市场对于欧洲央

行将在年内开启政策转向的预期，但在通胀持续高企的背景下，加息将加剧欧洲地区经济陷入

“滞胀”的风险。 

欧元区 2 月失业率降至 6.8%  

当地时间 3 月 31 日，欧盟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 月欧元区失业率至 6.8%，创 1998 年有

纪录以来新低，预期值为 6.7%。2 月失业人数为 1,115.5 万人，较前值 1,133.6 万人有所下降。 

联合点评：随着欧洲地区疫情的好转，欧元区多国自 2 月起逐步放松疫情管控措施，对经

济复苏形成有力支撑，带动就业增加。但随着 2 月底俄乌冲突的爆发冲击全球供应链，供应短

缺或将导致欧元区制造业的复苏趋势难以持续，预计欧元区的失业率难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

平。此外，虽然欧元区失业率再创新低，但在欧洲地区通胀屡创新高的背景下，失业率下降对

消费能力的拉动作用也将有限。 

日本央行宣布无限量购债 

当地时间 3 月 28 日，日本央行宣布以固定利率无限量购买债券，今年以来第二次捍卫其

收益率上限。29 日，日本央行宣布已启动指定收益率连续多个交易日无限制购入国债的连续

指定利率操作，此为日本央行 2021 年 3 月引入该机制以来首次实施此操作。 

联合点评：经济增长乏力是日本央行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因素。2021 年受疫情波

动影响，日本经济未出现显著复苏。近期爆发的俄乌冲突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芯片、

锂电池等多种汽车零件供给短缺导致作为日本主要出口产品的汽车再次面临减产风险。同时，

日本能源产品高度依赖进口，能源价格上涨也将导致日本进口金额上涨，贸易赤字进一步走扩。

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对外贸易疲软或将加剧日本经济承压下行的风险。同时，日本通胀水平涨

幅较低，显著低于本国央行 2%的调控目标，也为央行推行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一定支持。日

本央行此举表明日美央行政策的进一步分化，或将加剧日本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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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央行和捷克央行均宣布加息 

当地时间 3 月 29 日，智利央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 150 个基点至 7.0%，自 2021 年 7 月以

来第六次加息。智利央行表示，经济正处于“下行轨道”，个人银行账户的余额正在下降，地

方信贷依然疲软，消费者和企业对经济的看法变得更加悲观。3 月 31 日，捷克央行宣布上调

基准利率 50 个基点至 5.0%，达到 2001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捷克央行同时将抵押贷款利率上

调至 6.0%，贴现率提高至 4.0%。 

联合点评：遏制通胀和防范资本外流是智利央行连续上调基准利率的主要原因。2 月智利

CPI 达到 2008 年以来最高水平，俄乌冲突推升全球能源价格背景下未来通胀水平存在进一步

上涨的压力，而近期美联储开启加息则加剧了智利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其面临的汇率贬值风

险也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智利或将受益于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智利是全

球最大的铜出口国，铜矿产值约占其 GDP 总量的 11%，在铜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预计本年

度铜出口将对智利经济增长形成显著的拉动作用，经济表现良好也对智利央行连续加息形成

有力支撑。与智利类似，遏制通胀和防范资本外流也是捷克央行连续加息的主要原因，但捷克

经济目前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预计连续加息增加捷克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 

斯里兰卡进入公共紧急状态 

当地时间 3 月 31 日，斯里兰卡总统府附近爆发抗议活动，随后演变为暴力冲突。4 月 1

日，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宣布斯里兰卡自 4 月 2 日起进入公共紧急状态，次日，斯里兰卡内

阁多名部长递交辞呈。 

联合点评：斯里兰卡国内产业链不完整，燃料、纺织品等多种生产物资和生活用品严重依

赖进口，国际收支常年处于逆差，外汇储备水平较低。2021 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处于

波动状态，对斯里兰卡的航运服务和旅游业等主要国际收入来源造成持续性影响，斯里兰卡外

汇储备规模进一步下降。近期爆发的俄乌冲突推升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由于政府外汇储备匮

乏，斯里兰卡陷入燃油、食品和药品等物资供给短缺、持续停电以及通胀水平大幅上涨的困境，

并由此引发抗议活动，削弱了政治稳定性。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斯里兰卡政府长期依赖外债，政

府债务持续高企，外汇储备的下降也降低了政府的债务偿付能力，斯里兰卡面临的主权信用风

险有所提升。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天然气“卢布结算令” 

当地时间 3 月 3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对俄“非友好国家和地区”以卢布支

付俄罗斯天然气的新规于 4 月 1 日起生效。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签署一项法令，要求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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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航空公司用卢布向“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出租人支付租赁和购买飞机的费用。此前，

俄罗斯方面已经表示“卢布结算令”可能进一步扩大至能源和农产品。 

联合点评：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实施制裁，并将部分俄罗斯

银行移出 SWIFT 系统，导致俄罗斯卢布急剧贬值，因此俄罗斯以“卢布结算令”作为反制手段

稳定本国金融体系和支撑本币，以及摆脱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支付体系的重要尝试。由于俄罗

斯是欧盟主要的天然气供给国，此次法令的公布进一步推升了欧盟地区天然气价格，生产成本

的大幅上涨或将导致欧盟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进程受阻，也将促进欧盟地区加速摆脱对俄罗斯

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方面，预计俄乌军事冲突将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持续性影响，同时面临石

油和天然气等主要出口产品贸易受阻，预计俄罗斯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陷入衰退。 

俄罗斯乌克兰举行第五轮谈判 

当地时间 3 月 29 日，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在土耳其最伊斯坦布尔举行了新一轮谈判。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在会谈后表示，俄方决定大幅减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切尔尼戈

夫方向的军事活动，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乌克兰方面表示，将在“安全保

障国”的前提下，确认其保持中立和无核地位的意愿。4 月 1 日，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线上谈

判。乌克兰表示，与俄罗斯已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联合点评：乌克兰表示保持中立地位是本次谈判取得的重大进展，但双方未能就“安全保

障国”达成一致，同时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仍存在分歧，预计将成影响俄乌谈判进展的长期风险

因素，本周俄罗斯油库爆炸的消息也为下一步的谈判进展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市场对于俄乌

双方能否达成停火协议仍持谨慎态度。此外，虽然俄乌双方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议题中达成一

致，但从目前欧盟方面表态看，乌克兰寻求加入欧盟的过程仍面临多重困难。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标普下调土耳其长期本币主权信用等级至“B+” 

4 月 2 日，标普将土耳其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BB-/B+”调整至“B+/B+”，评

级展望维持“负面”。标普认为，俄乌冲突爆发推动了食品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土耳其

通胀水平加速上涨，预计 2022 年土耳其 CPI 同比增幅将达到 55%，成本受评国家中通胀最严

重的经济体。标普认为，土耳其政策不确定性较大，2021 年央行下调基准利率引发本币大幅

贬值，虽然央行通过出售外汇储备和引入保护存款计划阻止了本币的下滑，但土耳其的国际收

支依然疲软，土耳其的外汇收入对俄罗斯的游客的依赖较大，俄乌冲突导致的游客流失进一步

削弱了土耳其脆弱的国际收支平衡。土耳其经济持续趋向美元化，截至 2021 年底，居民外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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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占比达到 55%，政府债务中外币债务占比达到 66%。土耳其政府债务保持在较低水平，

仍保留了一定的财政空间，但政府的国内外借贷成本已经显著上涨。 

标普上调阿曼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BB-” 

3 月 25 日，标普将阿曼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B+”上调至“BB-”，评级展望由

“正面”调整至“稳定”。标普认为，阿曼经济对石油依赖性较高，俄乌冲突推动国际油价显

著上涨，对阿曼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成有力支撑，辅以较高的疫苗接种率和增长的公共投

资支出，标普预测 2022 年阿曼经济增速将达到 3.9%，财政将由赤字转向盈余。阿曼政府致力

于财政改革，计划通过设立增值税等措施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预计未来三年内非石油行业

将成为阿曼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穆迪将塔吉克斯坦列入“降级观察名单” 

3 月 30 日，穆迪维持塔吉克斯坦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为“B3/B3”不变，但将塔吉

克斯坦列入“降级观察名单”。穆迪认为，塔吉克斯坦对来自俄罗斯的侨汇收入依赖度较高，

且大部分劳动力受雇于低附加值工作，俄乌冲突爆发或将导致俄罗斯近 2 年持续陷入经济衰

退，因此劳动力需求将显著下降，劳动力收入水平也将大幅降低。此外，欧美对俄罗斯金融机

构的制裁和俄罗斯政府资本管制措施也将限制塔吉克斯坦劳工将资金汇回本国的能力。穆迪

预计，2022 年塔吉克斯坦侨汇收入将下降 50%。穆迪认为，近年来塔吉克斯坦积累了大量外

汇储备，叠加金融监管的改善，现阶段塔吉克斯坦外部风险和银行业风险保持不变。但在缺乏

外部收入替代来源的情况下，侨汇收入减少或将导致塔吉克斯坦外部脆弱性加剧，同时也将令

其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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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BB/BB 正面 2022/03/28 BB/BB 正面 2021/04/01 不变 

巴林 B+/B+ 稳定 2022/03/28 B+/B+ 稳定 2022/04/12 不变 

乌兹别克斯坦 BB-/BB- 稳定 2022/04/01 BB-/BB- 稳定 2021/10/08 不变 

刚果共和国 CCC/CCC - 2022/04/01 CCC/CCC - 2021/06/10 不变 

标普（S&P） 

爱沙尼亚 AA-/AA- 稳定 2022/04/01 AA-/AA- 正面 2021/08/21 下调展望 

阿曼 BB-/BB- 稳定 2022/04/02 B+/B+ 正面 2021/04/03 上调等级 

土耳其 B+/B+ 负面 2022/04/02 BB-/ B+ 负面 2021/12/11 下调等级 

穆迪（Moody’s） 

孟加拉国 Ba3/Ba3 稳定 2022/03/29 B3/B3 稳定 2020/03/19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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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吉克斯坦 B3/B3 降级观察 2022/03/30 B3/B3 稳定 2021/06/10 下调展望 

俄罗斯 - - 2022/03/31 Ca/ Ca 负面 2022/03/06 撤销评级 

南非 Ba2/Ba2 稳定 2022/04/01 Ba2/Ba2 负面 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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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期美债收益率全线上涨，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本周公布的美国 PCE 物价指数和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持续高企，劳动力市场保持

强劲，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保持鹰派的预期，各期美债收益率全线上涨。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倒挂走势，且利差一进步走扩，其中 5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达到 2.56%，

创 2019 年 2 月以来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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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分别上升 12.40 个、9.40 个 BP 和 1.60 个 BP 至 1.67%、2.49%和 2.38%。 

 

数据来源：WIND 

本周各期限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1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

扩 19.82 个 BP 至 0.82%，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收窄 10.94 个

和 5.15 个 BP 至 0.08%和 0.40%。本周日本央行为捍卫 10 年期收益率 0.25%的收益率上限，

连续多个交易日进行无限量购债操作，各期日本国债收益率全线下行，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

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全线走扩 8.98 个、7.70 个和 0.73 个 BP 至-1.73%、-2.44%

和-2.14%。本周 1 年期欧元区公债与相应期限美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3.51 个 BP 至-

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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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较上周收窄 9.2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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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9.10 个 BP 至-2.05%和-1.74%。本周 5 年期和 10 年英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走

扩 9.03 个和 6.21 个 BP 至-1.06%和-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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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55 0.6173 19.8160 -112.460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1.7348 -1.6450 -8.9800 -130.58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1633 -2.1282 -3.5061 -106.878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4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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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38 0.1932 -10.9380 -127.9540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2.4370 -2.3600 -7.7000 -109.3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0472 -2.1393 9.2089 -27.4826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0623 -0.9720 -9.0300 -55.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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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56 0.4471 -5.1500 -88.028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2.1488 -2.1415 -0.7300 -74.68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7449 -1.8359 9.0988 -2.1592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7366 -0.6745 -6.2080 -19.782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微跌，主要非美货币涨跌互现 

本周初，俄乌将举行第五轮谈判的消息为市场释放积极信号，避险情绪回落导致美元指数

呈现下行趋势；但周四和周五公布的 PCE 物价指数和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持续高企，

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市场对美联储的鹰派预期支撑美元指数反弹。截至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98.5709，周内累计收跌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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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初，俄乌将举行第五轮谈判的消息令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有所回落，同时周五公

布的欧元区 3 月通胀数据再创新高，市场对于欧洲央行政策转向的预期持续提升，支撑欧元看

涨，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1047，周内累计收涨 0.59%。本周一，英国央行行长表示未来加息

的激进程度可能低于市场预期，英镑承压下行，周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3114，周内累计收跌

0.46%。本周，日本央行坚持宽松货币政策，同时多次进行无限量购债，日元大幅贬值，美元

兑日元一度逼近 124.0，创 2015 年 9 月以来新高，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22.5350，周内累计收

涨 0.29%。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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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前半周，月底前较强的结汇需求支撑人民币升值；周五，美元指数走强使离、在岸人

民币汇率承压小幅下行。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3678，周内小幅收跌 0.34%；

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3591，周内小幅收跌 0.29%。 

 

数据来源：WIND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多方发声释放原油储备，美油失守 100 美元/桶大关 

本周前半周，OPEC+与国际能源署的分歧进一步加大，OPEC+表示将保持原油的增产速

度不变，不会大幅增产，同时美国能源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降幅低于预期，市

场对原油供给短缺的预期推动原油价格在前半周呈现上涨趋势。下半周，美国和国际能源署

（IEA）相继宣布释放原油储备，市场对供给增加的预期推动石油价格下跌。截至本周五收盘，

NYMEX 原油价格跌破 100 美元/桶关口，收于 99.42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11.96%，创 2011

年以来单周跌幅；ICE 布油价格收于 104.75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跌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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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黄金价格跌破 1,950 美元/盎司关口 

本周初，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在土耳其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的消息令市场避险情绪有所

回落，黄金价格显著下降；虽然本轮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市场对于俄乌双方能否停火持谨

慎态度，随后黄金价格小幅反弹；本周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仍高位运行，劳动力

市场表现强劲，巩固了市场对美联储将在下一次议息会议继续加息的预期，美元指数和美债收

益率在周五双双上涨，黄金价格周五再次转跌。截至本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947.2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跌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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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