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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意大利政局趋稳和强劲美国就业数据的鼓舞下，欧元和美元本
周开局表现正面，欧元从上周触及的10个月低点反弹，美元亦上
扬。意大利新政府明确表示不想退欧，给市场吃了颗定心丸。从
强劲的美国就业数据来看，美联储几乎笃定会在下周会议升息，
并提高市场对其今年将共计升息四次的预期。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普雷特周三表示，该央行将在下周讨论是
否逐步退出购债计划，激起对欧洲央行将在下周宣布结束量化宽
松的预期。欧元兑美元、日圆和瑞郎因此涨至两周高点，欧元兑
美元有望录得四个月最大周线涨幅。
不过汇市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首先是贸易疑虑。中美贸易问题
尚未彻底解决，美国又在墨西哥宣布对钢铁和猪肉等美国商品征
收报复性关税后表示，考虑退出北美自贸协定，转为与加拿大和
墨西哥分别协商双边协议。加元和墨西哥披索应声挫跌。
周末七国集团(G7)会议将召开，此次峰会将是G7组织42年历史上
分歧最严重的一次。特朗普有可能与其他领导人起争执，贸易问
题恐怕难以谈拢。另外，瑞士周日将就是否引入主权货币体系举
行公投。
展望下周，重磅事件将接踵而来，最先是6月12日(周二)美国和朝
鲜的新加坡峰会。然后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将陆续召开
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利率决定。周四中国将召开国民经济运行情
况新闻发布会,此外“陆家嘴论坛”将在上海召开，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以及中国证监会官员将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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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与主要货币对一周走势 截至6月8日0539GMT左右

美元指数

欧元/美元

英镑/美元

日圆/美元

加元/美元

境内人民币/美元即期

注：以上汇价走势数据均采集自路透 Eikon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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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政策预期激励欧元，贸易忧虑冲击加墨货币
随着意大利新政府到位化解政治不确定性，汇市
将关注焦点转向欧洲央行政策。欧洲央行(ECB)总
裁德拉吉的亲密盟友、该央行首席经济学家普雷
特周三称，下周央行政策会议将辩论是否在今年
晚些时候结束购债计划。
其他央行官员的讲话也与普雷特相呼应。德国央
行总裁魏德曼表示，有关欧洲央行将在今年年底
前结束购债计划的预期似乎是合理的。荷兰央行
总裁克诺特称，欧洲央行没有理由继续实施量化
宽松(QE)计划。
这些言论带动欧元兑美元从上周触及的10个月低
位反弹近3%，周四触及三周高点1.1840美元，本
周上涨逾1%，有望创下2月中旬以来最大周线涨幅。
周五亚洲时段0118GMT，约报1.1805美元。
一些分析师认为，本周欧洲央行官员的讲话暗示
央行将在6月14日会议上宣布有关QE的决定。但研
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认为，欧洲央行届时只
会就QE做出某种形式的宣布。另有市场人士指出，
欧洲央行官员的言论只是辩论是否结束QE的起点，
正式宣布政策决定可能要到7月份。
“我们认为ECB会先从经济数据中看到有更多证据
显示第二季经济增长较第一季的疲势出现反弹后，
才会提供有关QE的具体指引，”法巴银行的外汇
策略师Sam Lynton-Brown说。

受欧元涨势影响，美元指数周四跌至三周低点
93.213， 周五亚洲时段0145GMT时约报93.416。
路透在普雷特讲话前进行的月度汇率调查显示，
受访分析师认为，美元强劲势头预计很快将开始
消退，美元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其他央行政策预期
发生骤然改变。欧元兑美元一年后预计在1.24美
元，较周三约1.18的水准上涨逾5%。

**贸易忧虑冲击加元和墨西哥披索**
墨西哥周二宣布对钢铁和猪肉等进口自美国的商
品加征关税，以报复特朗普决定向进口钢铝加征
关税的举措。同天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库德洛表示，特朗普可能寻求与加拿大和墨西哥
分别协商贸易协定，引发美国可能取消北美自贸
协定(NAFTA)的猜测。

美国或寻求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达成贸易协定
受此影响，墨西哥披索兑美元周二挫跌至15个月低
点20.4705，较4月17日触及的近七个月高位下跌逾
12%。周五0246GMT约报20.4215。加元兑美元周二跌
至 两 个 半 月 新 低 1.3068 加 元 ， 周 五 0248GMT 约 报
1.2983。
最新的路透调查显示，由于经济增长将促使加国央
行再次升息，加元未来一年料走强，但NAFTA谈判对
加元涨势 构成风 险 。加元 兑美元三个 月后料 涨至
1.27加元，一年后料涨至1.25加元。调查还显示，
墨西哥披索兑美元12个月后料将走强8.6%至18.83。

**瑞士将公投表决引入主权货币体系**
瑞士6月10日(周日)将公投表决是否引入主权货币体
系。如果这一机制获准，商业银行扩大信贷将会比
现在困难许多，瑞士央行将成为国内唯一的新资金
提供方。

民调显示，这项名为Vollgeld的倡议不会获得通过-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投票人支持该项被瑞士央行总
裁乔丹称作“危险鸡尾酒”的计划。但还有十分之
一的投票人没有拿定主意，因此出现像英国退欧公
投结果那样的意外也并非绝无可能。
汇市受到的影响可能最大。瑞士央行定期干预汇市
以控制瑞郎汇率。公投结果若是“同意”，“将极
大地削弱瑞士央行的干预能力...可能对瑞郎产生升
值压 力 ， ”摩 根 大 通资 产 管理 的 货 币策 略 师 Neil
Weller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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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重要经济数据和事件(6月9日-6月15日)以下若无特别说明均为GMT时间
日期

数据名称

时间

6/9 中国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
周六 数(PPI)
6/10
日本4月核心机械订单
周日

--习近平将主持上合组织峰会并出席相关活动(至

北京时间
10日)
09:30

23:50

意大利4月工业生产

08:00

6/11 英国4月建筑业产出、工业生产、制造业产出
周一 英国4月对非欧盟地区贸易收支、对全球商品贸易收支

08:30
08:30

日本5月国内企业物价指数、第二季大型制造业景气判
约23:50
断指数
01:30
澳洲5月NAB企业现况指数、4月自住房屋融资
英国5月请领失业金人数、截至4月三个月失业率

08:30
09:00

6/12 德国6月ZEW经济景气指数、现况指数
周二 美国5月CPI

12:30

美国5月联邦预算收支

18:00

新西兰5月食品价格指数

22:45

澳洲6月WESTPAC-MI消费者信心指数
瑞士第一季工业订单、5月生产者/进口物价
6/13 英国5月CPI和PPI
周三 欧元区第一季就业人口、4月工业生产
美国最近一周MBA抵押贷款市场指数
美国5月PPI
澳洲5月就业数据

00:30
07:15

08:30
09:00
11:00
12:30
01:30
04:30

日本工业生产和产能利用指数4月修正值
德国5月CPI和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终值

06:00

法国5月HICP终值
6/14
英国5月零售销售
周四
美国5月进出口物价和零售销售、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加拿大4月新屋价格
美国4月企业库存
韩国5月失业率

美国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6月初值

06:45

08:30
12:30
12:30
14:00

--七国集团(G7)峰会（第二天）
--上合组织峰会
--瑞士公投表决是否引入主权货币体系
----德国总理梅克尔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 (WTO)、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
(ILO)及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领袖举行会谈，
而后举行联合记者会(15:00)
--瑞典央行执行委员会会议(11:0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
举行峰会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FED)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
会(FOMC)开始为期两天的利率政策会议(至13日)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Anton Siluanov)
及工业和贸易部长Denis Manturov参加Expo 2025
会议(至13日)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利率决议，
并发布政策声明(18:00)
--澳洲央行总裁洛威在澳洲工业集团(AiG)举办的
活动上发表演说(02:00)
--冰岛央行发布货币政策声明

--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北京时间
10:00)
--第十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召开，至15日
--挪威央行副总裁Egil Matsen发表讲话(14:00)
--日本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至15日)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会议，将发布利率声明。
央行总裁德拉吉在会后将举行记者会(12:30)
--土耳其央行发布6月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记录

约23:00

欧元区HICP5月终值、4月贸易收支、第一季劳工成本
美国6月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6/15 加拿大4月制造业销售
周五
美国5月工业生产、产能利用率

重要事件

09:00
12:30

12:30
13:15
14:00

--中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报(北京时间
09:30)
--日本央行宣布利率决定
--俄罗斯央行宣布利率决定(10:30)
--澳洲央行助理总裁埃利斯在一活动上讲话
----达拉斯联储总裁柯普朗在一企业领袖午餐会
上发表谈话(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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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汇市重要消息盘点
■ 美国旧金山联储总裁称，到明年利率可能开始抑制经济增长
美国旧金山联储总裁威廉姆斯表示，美联储未来两年应继续逐步加息，借款成本上升或许自明年初开
始抑制经济增长。威廉姆斯对路透表示，美联储再加息三次左右才会达到“中性”利率水平，即达到
既不会提振也不会拖累经济增长的程度。美联储6月12日至13日将召开政策会议。

■ 欧洲央行下周将就退出购债计划展开辩论--首席经济学家
欧洲央行(ECB)首席经济学家普雷特周三表示，央行对于通胀正重回目标水平愈加有信心，将在下周
就是否缓步退出购债计划展开辩论。尽管决策者普遍同意结束购债，但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则在寻找
通胀持续回升的更多证据，一直避免进行有关退出购债计划的任何正式讨论。德拉吉为结束购债设定
了几项标准，而普雷特的言论暗示，欧洲央行认为所有这些条件都取得了进展。

■ 对欧洲央行年底前结束购债计划的预期似乎是合理的--魏德曼
德国央行总裁魏德曼周三称，有关欧洲央行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购债计划的预期似乎是合理的。“长
时间以来，金融市场参与者一直预期资产购买计划将在2018年底之前结束，”魏德曼通过视讯在柏林
的一场会议上说。“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这些市场预估似乎可信。”

■ 英国央行升息时间“还有待讨论”--利率决策委员邓雷罗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委员邓雷罗(Silvana Tenreyro)周一表示，2018年初英国经济存在的许多

弱点有可能被证明只是暂时性的，但央行下一次在何时升息还有待讨论。上月她与MPC多数委员一道，
投票赞成维持利率不变。英国央行去年11月进行了逾十年来首度升息。

■ 澳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对经济的预期乐观
澳洲央行周二维持利率在纪录低位不变，一如预期。由于出口和政府支出更为强劲，该行还表达了对
经济有能力延续其26年无衰退记录的信心。澳洲央行在连续第22次会议上维持政策利率在1.50%不变，
称通胀和薪资增幅不大。但该行预计澳洲2018年和2019年GDP平均增速将加快至略高于3%的水平。

■ 印度央行加息25个基点，但维持“中性”货币政策立场
印度央行周三出于担忧通胀的考虑上调政策利率，为逾四年来首次加息，不过其维持“中性”的货币
政策立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将附买回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6.25%，为2014年1月来首次上调。附
卖回利率亦上调25个基点至6.00%。
■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承认近期通胀显现出疲态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周六表示，虽然日本经济稳步扩张，但近期通胀仍然低迷，暗示央行准备维持
其庞大的刺激计划。黑田东彦还对全球贸易摩擦加剧损及经济成长感到担忧，但重申了日本经济持续
温和扩张的看法。

■土耳其央行再次上调基准利率，称准备进一步收紧政策
土耳其央行周四上调基准利率至17.75%，进一步以行动展现维护独立性的决心，而两周前该行才刚
刚进行了紧急升息。有关该国总统埃尔多安插手货币政策的担忧日益升高，以及对央行能否控制两位
数高通胀率的怀疑，导致土耳其里拉今年重挫约16%。6月24日土耳其将进行大选。
■ 俄罗斯央行即将结束降息周期--央行总裁
俄罗斯央行总裁纳比乌里娜(Elvira Nabiullina)称，俄罗斯央行很快将结束降息周期，转为中性货
币政策。但若通胀风险加大，央行仍有可能再度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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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重要经济数据回顾
日本4月家庭支出意外下滑
日本4月经物价调整的所有家庭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
1.3%，逊于预估的增长0.8%，因消费者在公用事业、
汽车、国内旅游和娱乐等方面支出减少。

美国4月贸易逆差降至七个月低位

澳洲第一季GDP劲扬，进入第27年无衰退

中国财新5月服务业和综合PMI均持平于前月

美国4月贸易逆差降至462亿美元，创七个月低位，因受工业
材料和大豆付运量增加提振，出口升至纪录高位。该数据是
美国第二季经济增长强劲的最新信号。

澳洲经济第一季年增率为3.1%，创近两年高位，进入第27年 财新5月中国服务业和综合PMI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且持平
未见衰退；但围绕家庭消费及全球贸易的变数，则令未来经 于前月，显示中国经济走势平稳。
济增长前景蒙上阴霾。

PMI报告显示欧元区5月企业活动继续放缓

上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下降

IHS Markit欧元区5月综合PMI降至18个月低点54.1，显示5
月欧元区企业活动再度放缓。

截至6月2日当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下降1,000人，经季
节调整后为22.2万人，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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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中文新闻部简介
路透中文新闻部于 1992 年成立，随着大中华区经济的高速成长及客户群的扩大，中文新闻
依托路透全球新闻的强大平台，迅速成为路透财经服务的重要一环，提供中文实时消息及深入
报导，以助大中华区客户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路透中文新闻部同仁分驻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及多伦多五地，新闻内容涵盖宏观经济及
政策监管、外汇及固定收益市场、股市和企业新闻、大宗商品及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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