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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二季度 GDP 增速下调至 2.0％ 

8 月 29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的二季

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化增长率为 2%，与分析人士的预测相符，

而最初报告的年化增长率为 2.1%。占经济三分之二的消费支出增长

4.7%，超过所有预测，创下自 2014 年以来的最大增幅，但强劲的消

费被其他类别的疲软数据所抵消，这些数据包括出口、库存、住宅投

资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出。 

联合点评：在经历了连续 11 年的扩张之后，美国经济目前正受

到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贸易战的严重威胁，其商业投资和制造业都受到

削弱。此次公布的数据表明特朗普采取的贸易行动对经济增速产生了

更大的影响，尽管美联储已经于 7 月底降息 25 个基点来对冲美国经

济放缓的影响，但在中美贸易战持续的情况下，预计美国经济在下半

年将持续走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全年增长 3%的目标将很难实现。 

约翰逊给英议会“休长假”，激怒“无协议脱欧”反对派 

8 月 28 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将延迟议会复会日期

至 10 月 14 日，即距离英国“脱欧”期限仅两周。枢密院随后发布声

明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批准这一计划。尽管约翰逊坚称休

会与绕过议会推进英国“脱欧”进程无关，但休会将挤压议会正常议

事时间，为议员阻击“无协议脱欧”设置障碍。约翰逊的举动激怒了

反对“无协议脱欧”的议员，英国议会下院议长约翰·伯科指认政府

这一举动“违反宪法”，说没有接到政府通知。此前，英国 6 个反对

党的领导人宣布，将以立法方式迫使约翰逊再度申请推迟脱欧日期，

阻止 10 月底可能发生的“无协议脱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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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约翰逊预期将于 10 月 17 日至 18 日最后一次出席欧盟峰会，无论能否与欧

盟达成协议，这次峰会可能就英国“脱欧”做出最终决定。在时间紧迫情况下，英国议会可

能在“无协议脱欧”和批准“脱欧”协议中选择后者，而约翰逊无法对现有“脱欧”协议作

过多修改。但从市场的反映来看，约翰逊宣布中止议会运行当天，英镑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

应声下跌，显示出市场对“无协议脱欧”的担忧仍存。 

七国集团峰会落幕，实质成果有限 

8 月 26 日，为期 3 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比亚里茨闭幕。与会领导人会后发表了一份

简短的联合声明，谈及国际贸易、伊朗核问题、乌克兰和利比亚等问题，但所达成的实质成果

有限。声明说，七国集团支持维护开放和公平的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希望深度改革世

界贸易组织，以便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更迅速地解决争端、消除不公平贸易行为，“将在

2020 年达成一致，以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下简化规则壁垒，改进国际税收体制”。

伊朗核问题是本次峰会关注点之一。声明指出，七国领导人“完全认同两个目标：确保伊朗绝

不会拥有核武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关于乌克兰问题，声明说，法国和德国将在未来数

周内举办一场“诺曼底模式”的峰会，以求取得具体的结果。在利比亚问题上，声明说，七国

领导人支持利比亚达成一项可实现长期停火的停战协议，并表示政治途径是确保利比亚实现

稳定的唯一方式。 

联合点评: 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实质成果寥寥，目前看来只有“乌克兰问题”有所进展，声

明所说的“共同推动贸易改革”以及闭幕记者会上所提到的“美伊谈判”均不太可能取得实质

性进展。此次峰会表明美欧之间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在俄罗斯问题上，虽

然特朗普继续表示应该让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但英国、德国等都表示反对。 

为稳住比索汇率，阿根廷计划寻求 1,010 亿美元债务展期 

8 月 28 日，阿根廷财政部长拉昆萨表示，将寻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债券持有

人重组其债务，延长以本币和外币计价的债务的到期日，从而稳住阿根廷比索汇率。据报道，

阿根廷债务总计约 1,010 亿美元，其中包括，其中包括机构投资者持有的 70 亿美元短期本地

债券和 500 亿美元长期债券。到目前为止，阿根廷从 IMF 中贷款 440 亿美元。 

联合点评: 阿根廷 GDP 自 2018 年二季度开始连续同比负增长，且比索今年来一直下跌，

尤其在阿根廷大选初选结果超出预期后更是加大了跌幅。鉴于当前的经济状况，很多投资者不

愿意展期。市场认为推迟支付可能会带来暂时的缓解，但不会改变问题的症结。下一届政府仍

将面临巨额债务支付，只有通过财政紧缩和 IMF 的支持才能偿还。但在反对派领导人费尔南



 

3 

 

德斯取得大选胜利的可能性大增的情况下，投资者担心民粹主义政府接管政权后可能会增加

该国债务违约的风险。 

印度二季度经济增速降至六年来最低点 

8 月 30 日，印度政府称，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二季度 GDP 增速降至 5.0%，是自 2012

年年底以来的最差表现。数据显示，工业和农业产出增长大幅放缓是二季度印度经济增速下降

的主要原因。其中，制造业当季仅增长 0.6%，大大低于去年同期的 12.1%。 

联合点评：今年以来，印度央行已经四次降息以提振经济。由于经济增速继续下降，加上

通胀压力不大，预计印度央行或将在 10 月份再次降息。另一方面，由于导致印度经济持续放

缓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因此除了央行以外印度政府也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才能重振经济。

印度总理莫迪指望规模更大、更健康的银行刺激新的信贷，恢复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经济增

长，但国内需求的下降和全世界最糟糕的坏账率一直在限制投资复苏的空间。 

韩国出口连续 9 个月同比下滑 

9 月 1 日，韩国政府公布数据显示，受经贸摩擦和芯片价格下跌影响，韩国今年 8 月份出

口额同比大跌 13.6%，出口已连续 9 个月同比下跌。具体来看，韩国 8 月出口额约为 442 亿美

元，进口额约为 424 亿美元，虽然继续保持贸易顺差，但顺差额远低于去年同期。由于国际芯

片价格下跌，当月韩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芯片出口额同比大跌 30.7%。此外，当月石化产品出

口同比减少 19.2%，而汽车出口同比增加 4.6%。 

联合点评：在今年一季度环比萎缩 0.4%后，韩国经济在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 1.1%，避免

了“技术性衰退”，但韩国经济仍面临多重风险，其中出口疲软是今年拖累韩国经济的主要因

素，对企业投资和信心构成压力。除了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下行压力以外，作为韩国原材

料和零部件主要供应国的日本 8 月 28 日正式将其移出受信任贸易伙伴清单也将对韩国出口产

生持续影响。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联合资信发布今年第二批 14 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结果 

8 月 29 日，联合资信公布了 2019 年第二批 14 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结果，其中维持澳

大利亚、法国、日本、韩国等 13 个国家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不变，但将阿根廷主权本、外币信

用等级由“Bi-/Bi-”下调至“CCCi/CCCi”，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联合资信

认为，2018 年以来，阿根廷社会动荡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尤其是现任总统马克里在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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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的总统大选初选中意外落败，连任失利的可能性大幅增加，令阿根廷的政治稳定性和政策

可预见性显著下降，金融动荡、财长辞职等因素令阿根廷财政状况面临很大不确定性，政府外

债占比较高及本币贬值压力巨大也将极大增加阿根廷外债偿付压力和融资难度。 

阿根廷主权信用评级遭多家评级机构下调 

8 月 28 日阿根廷政府寻求短期债券延期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阿根廷主权信

用评级：8 月 29 日，标普将阿根廷主权本、外币长期信用等级由“B-/B-”下调至“SD/SD”，

但随后又上调至“CCC-/CCC-”，理由是关于短期债务的修订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违约；

8 月 30 日，惠誉将阿根廷主权本、外币长期信用等级由“CCC/CCC”下调至“RD/RD”，这

也是 8 月 16 日以来惠誉第二次下调阿根廷主权信用等级；穆迪将阿根廷主权本、外币长期信

用等级由“B2/B2”下调至“Caa2/Caa2”，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关注降级”。 

穆迪上调亚美尼亚主权本、外币长期信用等级至“Ba3/Ba3” 

8 月 27 日，穆迪将亚美尼亚主权本、外币信用等级由“B1/B1”上调至“Ba3/Ba3”，评

级展望由“正面”调整至“稳定”。穆迪认为，亚美尼亚经济增长动力持续趋向多元化，宏观

经济政策长期保持稳定，经济韧性有所增强，政府持续推出的财政改革措施也将有助于恢复其

在 2014 年~2017 年期间受损的财政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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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资信 

荷兰 AAAi/AAAi 稳定 2019/8/29 AAAi/AAAi 稳定 2018/7/31 不变 

澳大利亚 AAAi/AAAi 稳定 2019/8/29 AAAi/AAAi 稳定 2018/7/31 不变 

法国 AAi+/AAi+ 稳定 2019/8/29 AAi+/AAi+ 稳定 2018/10/31 不变 

韩国 AAi/AAi 稳定 2019/8/29 AAi/AAi 稳定 2018/7/31 不变 

爱沙尼亚 AAi/AAi 稳定 2019/8/29 AAi/AAi 稳定 2018/10/31 不变 

日本  AAi-/AAi- 稳定 2019/8/29 AAi-/AAi- 稳定 2018/12/6 不变 

斯洛伐克 AAi-/AAi- 稳定 2019/8/29 AAi-/AAi- 稳定 2018/12/6 不变 

印度尼西亚 Ai+/Ai+ 稳定 2019/8/29 Ai+/Ai+ 稳定 2018/10/31 不变 

斯洛文尼亚 Ai+/Ai+ 稳定 2019/8/29 Ai+/Ai+ 稳定 2018/12/6 不变 

哈萨克斯坦 Ai/Ai 稳定 2019/8/29 Ai/Ai 稳定 2018/12/6 不变 

巴西 Ai-/Ai- 稳定 2019/8/29 Ai-/Ai- 稳定 2018/10/31 不变 

格鲁吉亚 
BBBi-

/BBBi- 
稳定 2019/8/29 

BBBi-

/BBBi- 
稳定 2018/12/6 不变 

亚美尼亚 BBi+/BBi+ 稳定 2019/8/29 BBi+/BBi+ 稳定 2018/12/28 不变 

阿根廷 CCCi/CCCi 负面 2019/8/29 Bi-/Bi- 稳定 2018/10/31 下调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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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S&P） 

阿根廷 SD/SD - 2019/8/29 B-/B- 负面 2019/8/17 下调等级 

阿根廷 CCC-/CCC- 负面 2019/8/30 SD/SD - 2019/8/29 上调等级 

惠誉（Fitch） 

以色列 A+/A+ 稳定 2019/8/29 A+/A+ 稳定 2019/3/25 不变 

智利 A/A 稳定 2019/8/30 A/A 稳定 2019/2/22 不变 

挪威 AAA/AAA 稳定 2019/8/30 AAA/AAA 稳定 2019/3/15 不变 

瑞士 AAA/AAA 稳定 2019/8/30 AAA/AAA 稳定 2019/3/15 不变 

阿根廷 RD/RD - 2019/8/30 CCC/CCC - 2019/8/16 下调等级 

穆迪（Moody’s） 

亚美尼亚 Ba3/Ba3 稳定 2019/8/27 B1/B1 正面 2018/3/9 上调等级 

保加利亚 Baa2/ Baa2 正面 2019/8/30 Baa2/ Baa2 稳定 2018/6/28 上调展望 

卢森堡 Aaa/Aaa 稳定 2019/8/30 Aaa/Aaa 稳定 2017/3/3 不变 

阿根廷 Caa2/Caa2 关注降级 2019/8/30 B2/B2 负面 2019/7/12 下调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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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中长端国债收益率进一步回落，中美国债利差持续走扩 

本周，美国经济数据持续下滑加剧了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美国中长端国债

收益率下行趋势更加明显。具体来看，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75%、

1.40%和 1.50%，其中 1 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较上周基本持平，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平均收益

率分别较上周进一步回落 5.4 个和 7.6 个 BP。受此影响，1 年期和 5 年期、10 年期国债平均利

差倒挂程度均有所加深，平均利差分别达到 35.6 个和 25.40 个 BP，较上周再度走扩 5.6 个和

7.8 个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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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从中美国债利差来看，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平均利差较上周分别走扩 0.60 个、5.58

个和 7.93 个 BP 至 0.87%、1.55%和 1.55%，长端国债利差走扩趋势更加显著。日美 1 年期国

债平均利差较上周小幅走扩 1.82 个 BP 至-2.03%，5 年期和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美债收益率

的平均利差则延续上周收窄态势，较上周分别收窄 3.38 个和 3.82 个 BP 至-1.75%和-1.77%。

欧元区 1 年期与美债收益率平均利差较上周小幅走扩 0.85 个 BP 至-2.62%， 5 年期和 10 年期

公债与美债收益率平均利差则较上周分别收窄 6.32 个和 6.42 个 BP 至-2.29%和-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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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78 0.8618 0.5960 92.888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2.0306 -2.0124 -1.8200 71.24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2.6166 -2.6081 -0.8502 61.4225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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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9 1.4951 5.5760 109.1935 

日本 国债利率：5 年 -1.7574 -1.7912 3.3800 92.06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 年 -2.2919 -2.3552 6.3229 46.0979 

英国 国债收益率：5 年 -1.1094 -1.0991 -1.0217 52.135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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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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6 1.4692 7.9320 102.051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7746 -1.8128 3.8200 91.84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2.1498 -2.2140 6.4249 22.3205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9704 -1.0159 4.5517 41.0500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整理 

美元指数大幅反弹，非美货币集体走弱 

本周，在法国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传递出缓和国际贸易紧张局势的信号，加之欧洲主要发

达经济体持续经济疲软等因素，美元指数扭转了上周的下滑态势，周内接连创下近期新高。周

五，美元指数收于 98.8366，周内累计收涨 1.26%，创下近期以来单周最大涨幅。 

 
数据来源：WIND 

欧元方面，受德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佳、欧洲央行在 9 月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概率增大

等因素影响，欧元兑美元大幅走弱，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0991，周内累计大跌 1.43%，为

2017 年 5 月以来首次跌破 1.10 关口。英镑方面，英国首相约翰逊延迟议会复会日期至 10 月

14 日加大了市场对于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担忧，周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2165，周内累计收

跌 0.84%。日元方面，因市场风险情绪回暖，再加上美元指数走强，作为避险资产的日元扭转

了上周的涨势，周五美元兑日元收于 106.2800，周内累计收涨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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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本周初，受上周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在周一大幅贬值，但由于当前的人民

币汇率水平已经包含了市场对于未来美国新加收的关税对于中国负面影响的预期，因此在本周美元

指数大幅走强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周内仍保持相对稳定。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收于 7.1617，周

内累计收跌 0.19%，但仍较上周五收盘价上涨 0.37%；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收于 7.1452，周内累计收

涨 0.19%，较上周五收盘价则上涨 0.89%。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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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多重因素刺激国际油价企稳回升 

本周初，七国集团峰会希望能在几周内安排美国和伊朗两位领导人会晤、EIA 公布数据显

示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创 5 周以来最大单周跌幅等因素对国际油价形成支撑，但随后俄罗斯能

源部长诺瓦克承认本国 8 月减产幅度低于欧佩克成员国及非欧佩克产油国协议要求，对多头

信心造成打压，使得本周国际油价呈现先扬后抑的走势。周五，国际油价收于 55.16 美元/桶，

扭转上周下跌态势，周内累计上涨 3.59%。 

 

数据来源：WIND 

 

国际黄金价格冲高回落 

本周初，上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仍在持续，市场对于避险资产的需求持续增加，

推动国际金价达到 1,565 美元/盎司的近六年新高。但另一方面，鉴于全球经济前景恶化已经相

当程度上为市场所预期，交易商锁定获利，国际金价随后回吐涨幅，周内保持震荡下行态势。

周五，国际金价收于 1,529.20 美元/盎司，周内收跌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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