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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聚焦
美国
美国通过亿万基建法案以提振经济
美国 CPI 继续高位运行，PPI 迎来 2010 年以来
最大涨幅

美国通过亿万基建法案以提振经济
当地时间 8 月 10 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 1.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
投资和就业法案》。基础法案计划在五年内投资 5,500 亿美元，用于道路、

欧洲
欧元区 6 月贸易顺差激增
英国二季度 GDP 增速强劲，但贸易数据表现不
佳
新兴市场及其他国家
菲律宾二季度实现 GDP 两位数增长
墨西哥央行 6 月之后再次加息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穆迪上调爱尔兰主权评级展望至“正面”
穆迪上调哈萨克斯坦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

桥梁、供水工程、宽带和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1,100 亿用于公路和桥梁，
390 亿用于公共交通，660 亿用于铁路，550 亿用于供水、污水处理设施、
机场、港口、互联网和电动汽车充电站。同时，基础法案内也包括了对加
密货币交易征税的内容，税收将用于支持美国基础建设的庞大开支。
联合点评：大规模基建计划是加大美国国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
要手段。目前，陈旧的基础设施已经严重影响美国的运输效率和能力，成
为拖累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公共投资不仅能够拉动美国经济增长，

至“Baa2/Baa2”

大规模基建计划还可能有助于减缓当下美国的社会矛盾，为大量的蓝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工人创造就业机会。根据白宫预测，基建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平均每年带动

各期美债收益率收涨，各主要经济体国债与美
债收益率利差走势不一
美元指数走弱，主要非美货币走势不一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原油价格止跌微涨

200 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升级基础设施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好的通讯和运
输服务，优化长期生产效率，并进一步带动经济增长。另外，目前美国通
胀问题主要由劳动力短缺和供应紧张导致，而基建计划将在 2022 年后分
批推进，对当下的通胀问题影响有限。

市场不确定性加大令黄金价格反弹

联 合 资 信 评 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电话：010-85679696
传真：010-8567922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
PICC 大厦 17 层
网址：www.lhratings.com

美国 CPI 继续高位运行，PPI 迎来 2010 年以来最大涨幅
当地时间 8 月 11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7 月美国消费者价
格指数（CPI）环比上涨 0.5%，较上月 0.9%的环比增速有所放缓；同比
增长 5.4%，为 2008 年以来最快同比增速。7 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
比上涨 7.8%，高于预期 7.2%；环比上涨 1.1%，高于预期 0.6%。
联合点评：从 CPI 角度看，虽然 7 月美国 CPI 环比增幅较 6 月小幅
放缓，但在供应受制约和需求激增的情况下，成本压力上升导致企业的商
品和服务价格被迫抬升，因此美国通胀率仍然处于高位。从 CPI 结构上
看，由于半导体断供影响产出，7 月涨幅最大的仍然是新车价格；7 月租
房成本增速开始放缓，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恢复缓慢的影响，也预示着
长期通胀的可能性。从 PPI 角度看，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12.0%，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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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仍然是 7 月 PPI 上行的主要原因。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叠加工资上涨压
力，未来 PPI 可能会拉动 CPI 再次上涨。
欧元区 6 月贸易顺差激增
当地时间 8 月 13 日，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 6 月出口增速快于进口，贸易顺
差较 5 月呈大幅上升的趋势。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欧元区 19 国 6 月录得 181 亿欧元贸易顺
差，高于 5 月的 75 亿欧元。其中，欧元区 6 月商品出口额为 2,099 亿欧元，环比增长 22%；
进口额为 1,918 亿欧元，环比增长 17%。
联合点评：6 月欧元区对外贸易明显改善，一是随着欧洲各国疫情封锁的解除以及疫苗接
种覆盖率的上升，欧洲各国经济活动进一步恢复，促进欧元区供应链的稳步修复；二是中国成
为欧元区最大的合作伙伴，中国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欧元区出口激增。从数据上看，欧元区出
口激增主要是源于 2021 年上半年原材料（39.1%）和能源（35.0%）出口增速的大幅提升，说
明外部需求逐渐稳步复苏。
英国二季度 GDP 增速强劲，但贸易数据表现不佳
当地时间 8 月 12 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二季度 GDP 年率初值录得 22.2%，高于预期
22.1%；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长 4.8%。另外，英国 6 月 GDP 环比增长 1%，高于前值 0.6%。不
同于经济的上涨趋势，英国 6 月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119.9 亿英镑，高于前值 96.0 亿英镑，高
于预期 92 亿英镑。
联合点评：随着隔离措施解封以及学校重新开放，英国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带动经济快速
反弹。从数据上来看，封锁解除后居民旅行需求反弹，医疗服务和酒店业是 6 月经济增长的主
要动力，但 6 月 GDP 水平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所以保持强劲的经济复苏仍然是英国政府
当前货币以及财政政策的核心。虽然封锁限制的取消推动英国劳动力市场恢复，但也拉升了工
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预示着高通胀率也将存在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英国 6 月贸易赤字规
模进一步走扩，主要是因为隔离解封后英国经济快速复苏，导致其对外需求增加，因此短期贸
易赤字走高。
菲律宾二季度实现 GDP 两位数增长
当地时间 8 月 10 日，
菲律宾统计局公布数据，
菲律宾 2021 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长 11.8%，结束了连续 5 个季度以来的负增长。数据显示，菲律宾在二季度除农业外各
个领域均呈现增长走势，工业同比增长 20.8%、服务业同比增长 9.6%、总投资同比增长 75.5%
以及私人投资同比增长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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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点评：疫情暴发之前，菲律宾经济常年保持在 6%以上的中高速增长，但疫情暴发后
政府采取封锁隔离举措，导致 GDP 增速呈现断崖式下降，2020 年二季度，除政府支出以外其
他项目均呈现负增长，而作为菲律宾第二大经济动力的投资活动更是急剧下降，2020 年全年
菲律宾 GDP 增速萎缩至-16.9%。2021 年，在低基数效应以及疫情好转的作用下，贸易以及旅
游业呈现复苏态势，带动菲律宾经济增速明显回升。
墨西哥央行 6 月之后再次加息
当地时间 8 月 12 日，墨西哥央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 25 个基点至 4.5%，这墨西哥央行
今年内的第二次加息；不仅如此，墨西哥央行还将今年通胀预期由 4.8%上调至 5.7%。墨西哥
是拉美第二大经济体，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该国 GDP 增速下滑 8.2%，陷入近 90 年来最严
重的经济萎缩。
联合点评：墨西哥此次加息主要为应对国内通胀的上涨压力。目前，根据墨西哥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墨西哥 7 月的年化通胀率为 5.8%，远高于墨西哥央行 3%的通胀目标。墨西哥是主
要的农业食品出口国，而高企的通胀使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对比其他
拉美国家如巴西、智利都纷纷加息以应对国内高企的通胀，因为新兴市场加息有助于锁定通胀
预期，支撑本国货币，一定程度上抵消输入性通胀压力。

国家主权评级动态
穆迪上调爱尔兰主权评级展望至“正面”
8 月 13 日，穆迪维持爱尔兰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为“A2/A2”不变，评级展望由
“稳定”上调至“正面”。穆迪认为，即使存在脱欧、全球公司税收改革和变异毒株等外部冲
击，爱尔兰的经济仍然具有抗击冲击的韧性；其次，爱尔兰政府将会进一步削减债务以为近几
年重建的财政增加财政空间。穆迪指出，一方面，即使在疫情期间，爱尔兰的经济仍然保持强
劲增长，2020 年的 GDP 增长率达 5.9%，虽然增长主要由跨国公司拉动，但是同样侧面反映
出爱尔兰对这些国际企业的强吸引力。即使在疫情期间，爱尔兰的医药、医疗和科技领域都保
持强劲出口。另一方面，爱尔兰的财政和债务指标均呈现改善。爱尔兰的财政赤字比较温和且
占 GDP 的比重也逐渐走低；受低利率政策的影响，爱尔兰的债务偿付能力得到提升。因此，
穆迪上调爱尔兰评级展望至“正面”。
穆迪上调哈萨克斯坦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至“Baa2/Ba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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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穆迪将哈萨克斯坦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由“Baa3”上调至“Baa2”，
评级展望调整至“稳定”。穆迪认为，受益于哈萨克斯坦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有效运用，哈萨克
斯坦的资产负债表和信用状况得到了改善。并且穆迪预测未来哈萨克斯坦的资产水平将超过
债务水平，持续改善国家债务水平。穆迪认为，哈萨克斯坦正在进行的体制和经济改革不仅会
加强其治理框架，还将会提升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吸引力，以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因此，穆迪
上调哈萨克斯坦长期本、外币主权信用级别至“Baa2/Baa2”。
表 1 国家主权评级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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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A/A

负面

2021/08/11

A/A

负面

2021/02/07

不变

老挝

CCC/CCC

-

2021/08/09

CCC/CCC

-

2020/09/23

不变

卢森堡

AAA/AAA

稳定

2021/08/13

AAA/AAA

稳定

2021/02/19

不变

哈萨克斯坦

BBB/BBB

稳定

2021/08/13

BBB/BBB

稳定

2021/02/19

不变

土耳其

BB-/BB-

稳定

2021/08/13

BB-/BB-

稳定

2021/02/19

不变

乌拉圭

Baa2/Baa2

稳定

2021/08/10

Baa2/Baa2

稳定

2019/08/06

不变

哈萨克斯坦

Baa2/Baa2

稳定

2021/08/11

Baa3/Baa3

正面

2019/0822

上调等级

爱尔兰

A2/A2

正面

2021/08/13

A2/A2

稳定

2020/02/14

上调展望

国家
惠誉（Fitch）

穆迪（Moody’s）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主要经济体利率及汇率走势
各期美债收益率收涨，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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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CPI、PPI 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依然高企，此外供应链引发的原材
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或令通胀率持续高位运行，市场预期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且经济复苏动
力将继续疲软，进而拉动美债收益率上升。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美国国债平均收益
率分别较上周上涨 0.60 个、11.40 个和 11.40 个 BP 至 0.08%、0.81%和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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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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
将延续流动性合理宽裕的稳健货币政策后，中长期中国国债收益率呈现下行趋势，令中美国债
利差不断收窄，5 年期和 10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分别较上周收窄 5.83 个和 6.27 个 BP 至
1.91%和 1.53%；短期中美国债利差走扩，1 年期中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较上周走扩 5.34 个
BP 至 2.12%。本周 1 年期、5 年期和 10 年期日美国债平均收益率利差分别较上周走扩 0.67
个、9.41 个和 8.33 个 BP 至-0.21%、-0.94%和-1.32%。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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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窄 0.41 个 BP 至-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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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扩 8.74 个和 10.36 个 BP 至-1.56%和-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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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 个和 9.48 个 BP 至-0.49%和-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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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6

2.0642

5.3440

-29.5680

日本

国债利率：1 年

-0.2123

-0.2056

-0.6733

2.2000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 年

-0.8184

-0.8225

0.4100

5.5106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数据更新于北京时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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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1

1.9684

-5.8320

-68.6270

日本

国债利率：5年

-0.9413

-0.8472

-9.4133

-46.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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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5年

-1.5586

-1.4712

-8.7381

-46.9278

英国

国债收益率：5年

-0.4889

-0.4222

-6.6660

-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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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相应指标名称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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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6

1.5963

-6.2680

-67.6800

日本

国债利率：10 年

-1.3233

-1.2400

-8.3333

-41.9333

欧元区

公债收益率：10 年

-1.8089

-1.7054

-10.3588

-31.5891

英国

国债收益率：10 年

-0.6952

-0.6004

-9.4793

-2.40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美元指数走弱，主要非美货币走势不一
本周，美元指数在 CPI、PPI 的拖累下震荡走弱。由于劳动力市场恢复缓慢影响供给不足，
叠加原材料价格上涨，抬升通胀率。截至本周五，美元指数收于 92.5226，周内累计下跌 0.28%。

数据来源：WIND

本周，欧元区 6 月贸易顺差超出预期，显示经济持续复苏，拉动欧元走强。当前欧洲处于
经济复苏的关键阶段，宽松货币政策环境刺激了私人消费和投资反弹，拉动经济上扬，同时欧
洲各国一直在加大宣传和立法以推动疫苗注射，护航经济恢复。周五欧元兑美元收于 1.1795，
周内累计收涨 0.30%。本周，英国贸易赤字的显著上升，引发市场对英国经济可持续性的担忧，
叠加当下英国通胀上行压力持续，使得英镑承压。周五英镑兑美元收于 1.3869，周内累计收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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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受美国通胀压力持续的拖累，美元兑日元小幅走低，本周美元兑日元收于 109.6050，
周内累计收跌 0.55%，美元兑日元跌到 110 关口以下。

数据来源：WIND

本周，随着美元指数呈现微跌趋势，人民币出现上涨。截至周五，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
收于 6.4772，周内累计收跌 0.13%；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收于 6.4830，周内不变。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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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原油价格止跌微涨
本周原油价格止跌微涨，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影响：一是美国参议院通过基建法案，未来基
建投资将提振石油产品需求，提振市场预期；二是迎来财报季，上市公司经营状况释出，经济
基本面向好，股市上涨并提振投资者信心，使得原油价格上涨；三是根据美国能源署（EIA）
的数据，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小幅下降，降至 2020 年 11 月以来最低水平。截至本周五收盘，
NYMEX 原油价格收于 68.03 美元/桶，周内累计收涨 0.22%；ICE 布油价格收于 70.25 美元/
桶，周内累计收跌 0.01%。

数据来源：WIND

市场不确定性加大令黄金价格反弹
本周，一路走高的通胀数据显示出美国供应链和劳动力问题持续拖累美元走势，劳动力市
场恢复后劲不足，叠加变异毒株的威胁，美联储加息预期时点不明朗，黄金避险需求得到追捧，
拉动价格上涨。截至周五，COMEX 黄金价格收于 1,781.50 美元/盎司，周内累计收涨 0.93%，
结束了上周的下跌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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