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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意大利政局趨穩和强勁美國就業數據的鼓舞下，歐元和美元本
周開局表現正面，歐元從上周觸及的10個月低點反彈，美元亦上
揚。意大利新政府明確表示不想退歐，給市場吃了顆定心丸。從
强勁的美國就業數據來看，美聯儲幾乎篤定會在下周會議升息，
幷提高市場對其今年將共計升息四次的預期。
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普雷特周三表示，該央行將在下周討論是
否逐步退出購債計劃，激起對歐洲央行將在下周宣布結束量化寬
鬆的預期。歐元兌美元、日圓和瑞郎因此漲至兩周高點，歐元兌
美元有望錄得四個月最大周綫漲幅。
不過匯市仍面臨諸多不確定性，首先是貿易疑慮。中美貿易問題
尚未徹底解决，美國又在墨西哥宣布對鋼鐵和猪肉等美國商品徵
收報復性關稅後表示，考慮退出北美自貿協定，轉爲與加拿大和
墨西哥分別協商雙邊協議。加元和墨西哥披索應聲挫跌。
周末七國集團(G7)會議將召開，此次峰會將是G7組織42年歷史上
分歧最嚴重的一次。特朗普有可能與其他領導人起爭執，貿易問
題恐怕難以談攏。另外，瑞士周日將就是否引入主權貨幣體系舉
行公投。
展望下周，重磅事件將接踵而來，最先是6月12日(周二)美國和朝
鮮的新加坡峰會。然後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將陸續召開
貨幣政策會議幷宣布利率决定。周四中國將召開國民經濟運行情
况新聞發布會,此外“陸家嘴論壇”將在上海召開，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銀保監會，以及中國證監會官員將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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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數與主要貨幣對一周走勢 截至6月8日0539GMT左右

美元指數

歐元/美元

英鎊/美元

日圓/美元

加元/美元

境內人民幣/美元即期

注：以上匯價走勢數據均采集自路透 Eikon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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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政策預期激勵歐元，貿易憂慮衝擊加墨貨幣
隨著意大利新政府到位化解政治不確定性，匯市
將關注焦點轉向歐洲央行政策。歐洲央行(ECB)總
裁德拉吉的親密盟友、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普雷
特周三稱，下周央行政策會議將辯論是否在今年
晚些時候結束購債計劃。
其他央行官員的講話也與普雷特相呼應。德國央
行總裁魏德曼表示，有關歐洲央行將在今年年底
前結束購債計劃的預期似乎是合理的。荷蘭央行
總裁克諾特稱，歐洲央行沒有理由繼續實施量化
寬鬆(QE)計劃。
這些言論帶動歐元兌美元從上周觸及的10個月低
位反彈近3%，周四觸及三周高點1.1840美元，本
周上漲逾1%，有望創下2月中旬以來最大周綫漲幅。
周五亞洲時段0118GMT，約報1.1805美元。
一些分析師認爲，本周歐洲央行官員的講話暗示
央行將在6月14日會議上宣布有關QE的决定。但研
究機構Capital Economics認爲，歐洲央行届時只
會就QE做出某種形式的宣布。另有市場人士指出，
歐洲央行官員的言論只是辯論是否結束QE的起點，
正式宣布政策决定可能要到7月份。
“我們認爲ECB會先從經濟數據中看到有更多證據
顯示第二季經濟增長較第一季的疲勢出現反彈後，
才會提供有關QE的具體指引，”法巴銀行的外匯
策略師Sam Lynton-Brown說。

受歐元漲勢影響，美元指數周四跌至三周低點
93.213， 周五亞洲時段0145GMT時約報93.416。
路透在普雷特講話前進行的月度匯率調查顯示，
受訪分析師認爲，美元强勁勢頭預計很快將開始
消退，美元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其他央行政策預期
發生驟然改變。歐元兌美元一年後預計在1.24美
元，較周三約1.18的水準上漲逾5%。

**貿易憂慮衝擊加元和墨西哥披索**
墨西哥周二宣布對鋼鐵和猪肉等進口自美國的商
品加征關稅，以報復特朗普决定向進口鋼鋁加征
關稅的舉措。同天美國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庫德洛表示，特朗普可能尋求與加拿大和墨西哥
分別協商貿易協定，引發美國可能取消北美自貿
協定(NAFTA)的猜測。

美國或尋求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別達成貿易協定
受此影響，墨西哥披索兌美元周二挫跌至15個月低
點20.4705，較4月17日觸及的近七個月高位下跌逾
12%。周五0246GMT約報20.4215。加元兌美元周二跌
至 兩 個 半 月 新 低 1.3068 加 元 ， 周 五 0248GMT 約 報
1.2983。
最新的路透調查顯示，由于經濟增長將促使加國央
行再次升息，加元未來一年料走强，但NAFTA談判對
加元漲勢 構成風 險 。加元 兌美元三個 月後料 漲至
1.27加元，一年後料漲至1.25加元。調查還顯示，
墨西哥披索兌美元12個月後料將走强8.6%至18.83。

**瑞士將公投表决引入主權貨幣體系**
瑞士6月10日(周日)將公投表决是否引入主權貨幣體
系。如果這一機制獲准，商業銀行擴大信貸將會比
現在困難許多，瑞士央行將成爲國內唯一的新資金
提供方。

民調顯示，這項名爲Vollgeld的倡議不會獲得通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投票人支持該項被瑞士央行總
裁喬丹稱作“危險鶏尾酒”的計劃。但還有十分之
一的投票人沒有拿定主意，因此出現像英國退歐公
投結果那樣的意外也幷非絕無可能。
匯市受到的影響可能最大。瑞士央行定期干預匯市
以控制瑞郎匯率。公投結果若是“同意”，“將極
大地削弱瑞士央行的干預能力...可能對瑞郎産生升
值壓 力 ， ”摩 根 大 通資 産 管理 的 貨 幣策 略 師 Neil
Weller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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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重要經濟數據和事件(6月9日-6月15日)以下若無特別說明均爲GMT時間
日期

數據名稱

時間

6/9 中國5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産者價格指
周六 數(PPI)
6/10
日本4月核心機械訂單
周日

--習近平將主持上合組織峰會幷出席相關活動(至

北京時間
10日)
09:30

23:50

意大利4月工業生産

08:00

6/11 英國4月建築業産出、工業生産、製造業産出
周一 英國4月對非歐盟地區貿易收支、對全球商品貿易收支

08:30
08:30

日本5月國內企業物價指數、第二季大型製造業景氣判
約23:50
斷指數
01:30
澳洲5月NAB企業現况指數、4月自住房屋融資
英國5月請領失業金人數、截至4月三個月失業率

08:30
09:00

6/12 德國6月ZEW經濟景氣指數、現况指數
周二 美國5月CPI

12:30

美國5月聯邦預算收支

18:00

新西蘭5月食品價格指數

22:45

澳洲6月WESTPAC-MI消費者信心指數
瑞士第一季工業訂單、5月生産者/進口物價
6/13 英國5月CPI和PPI
周三 歐元區第一季就業人口、4月工業生産
美國最近一周MBA抵押貸款市場指數
美國5月PPI
澳洲5月就業數據

00:30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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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工業生産和産能利用指數4月修正值
德國5月CPI和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HICP)終值

06:00

法國5月HICP終值
6/14
英國5月零售銷售
周四
美國5月進出口物價和零售銷售、上周初請失業金人數
加拿大4月新屋價格
美國4月企業庫存
韓國5月失業率

美國密西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6月初值

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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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國集團(G7)峰會（第二天）
--上合組織峰會
--瑞士公投表决是否引入主權貨幣體系
----德國總理梅克爾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世界貿易組織 (WTO)、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
(ILO)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領袖舉行會談，
而後舉行聯合記者會(15:00)
--瑞典央行執行委員會會議(11:00)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
舉行峰會
--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FED)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
會(FOMC)開始爲期兩天的利率政策會議(至13日)
--俄羅斯財政部長西盧安諾夫(Anton Siluanov)
及工業和貿易部長Denis Manturov參加Expo 2025
會議(至13日)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宣布利率决議，
幷發布政策聲明(18:00)
--澳洲央行總裁洛威在澳洲工業集團(AiG)舉辦的
活動上發表演說(02:00)
--冰島央行發布貨幣政策聲明

--中國國民經濟運行情况新聞發布會(北京時間
10:00)
--第十届陸家嘴論壇在上海召開，至15日
--挪威央行副總裁Egil Matsen發表講話(14:00)
--日本央行召開貨幣政策會議(至15日)
--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會議，將發布利率聲明。
央行總裁德拉吉在會後將舉行記者會(12:30)
--土耳其央行發布6月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記錄

約23:00

歐元區HICP5月終值、4月貿易收支、第一季勞工成本
美國6月紐約聯儲製造業指數
6/15 加拿大4月製造業銷售
周五
美國5月工業生産、産能利用率

重要事件

09:00
12:30

12:30
13:15
14:00

--中國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月報(北京時間
09:30)
--日本央行宣布利率决定
--俄羅斯央行宣布利率决定(10:30)
--澳洲央行助理總裁埃利斯在一活動上講話
----達拉斯聯儲總裁柯普朗在一企業領袖午餐會
上發表談話(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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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匯市重要消息盤點
■ 美國舊金山聯儲總裁稱，到明年利率可能開始抑制經濟增長
美國舊金山聯儲總裁威廉姆斯表示，美聯儲未來兩年應繼續逐步加息，借款成本上升或許自明年初開
始抑制經濟增長。威廉姆斯對路透表示，美聯儲再加息三次左右才會達到“中性”利率水平，即達到
既不會提振也不會拖累經濟增長的程度。美聯儲6月12日至13日將召開政策會議。

■ 歐洲央行下周將就退出購債計劃展開辯論--首席經濟學家
歐洲央行(ECB)首席經濟學家普雷特周三表示，央行對于通脹正重回目標水平愈加有信心，將在下周
就是否緩步退出購債計劃展開辯論。儘管决策者普遍同意結束購債，但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則在尋找
通脹持續回升的更多證據，一直避免進行有關退出購債計劃的任何正式討論。德拉吉爲結束購債設定
了幾項標準，而普雷特的言論暗示，歐洲央行認爲所有這些條件都取得了進展。

■ 對歐洲央行年底前結束購債計劃的預期似乎是合理的--魏德曼
德國央行總裁魏德曼周三稱，有關歐洲央行將在今年年底前結束購債計劃的預期似乎是合理的。“長
時間以來，金融市場參與者一直預期資産購買計劃將在2018年底之前結束，”魏德曼通過視訊在柏林
的一場會議上說。“在目前情况下，我認爲這些市場預估似乎可信。”

■ 英國央行升息時間“還有待討論”--利率决策委員鄧雷羅
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MPC)委員鄧雷羅(Silvana Tenreyro)周一表示，2018年初英國經濟存在的許多

弱點有可能被證明只是暫時性的，但央行下一次在何時升息還有待討論。上月她與MPC多數委員一道，
投票贊成維持利率不變。英國央行去年11月進行了逾十年來首度升息。

■ 澳洲央行維持利率不變，對經濟的預期樂觀
澳洲央行周二維持利率在紀錄低位不變，一如預期。由于出口和政府支出更爲强勁，該行還表達了對
經濟有能力延續其26年無衰退記錄的信心。澳洲央行在連續第22次會議上維持政策利率在1.50%不變，
稱通脹和薪資增幅不大。但該行預計澳洲2018年和2019年GDP平均增速將加快至略高于3%的水平。

■ 印度央行加息25個基點，但維持“中性”貨幣政策立場
印度央行周三出于擔憂通脹的考慮上調政策利率，爲逾四年來首次加息，不過其維持“中性”的貨幣
政策立場。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將附買回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6.25%，爲2014年1月來首次上調。附
賣回利率亦上調25個基點至6.00%。
■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承認近期通脹顯現出疲態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周六表示，雖然日本經濟穩步擴張，但近期通脹仍然低迷，暗示央行準備維持
其龐大的刺激計劃。黑田東彥還對全球貿易摩擦加劇損及經濟成長感到擔憂，但重申了日本經濟持續
溫和擴張的看法。

■土耳其央行再次上調基準利率，稱準備進一步收緊政策
土耳其央行周四上調基準利率至17.75%，進一步以行動展現維護獨立性的决心，而兩周前該行才剛
剛進行了緊急升息。有關該國總統埃爾多安插手貨幣政策的擔憂日益升高，以及對央行能否控制兩位
數高通脹率的懷疑，導致土耳其里拉今年重挫約16%。6月24日土耳其將進行大選。
■ 俄羅斯央行即將結束降息周期--央行總裁
俄羅斯央行總裁納比烏裏娜(Elvira Nabiullina)稱，俄羅斯央行很快將結束降息周期，轉爲中性貨
幣政策。但若通脹風險加大，央行仍有可能再度緊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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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重要經濟數據回顧
日本4月家庭支出意外下滑
日本4月經物價調整的所有家庭支出較上年同期下降
1.3%，遜于預估的增長0.8%，因消費者在公用事業、
汽車、國內旅游和娛樂等方面支出减少。

美國4月貿易逆差降至七個月低位

澳洲第一季GDP勁揚，進入第27年無衰退

中國財新5月服務業和綜合PMI均持平于前月

美國4月貿易逆差降至462億美元，創七個月低位，因受工業
材料和大豆付運量增加提振，出口升至紀錄高位。該數據是
美國第二季經濟增長强勁的最新信號。

澳洲經濟第一季年增率爲3.1%，創近兩年高位，進入第27年 財新5月中國服務業和綜合PMI指數保持在擴張區間，且持平
未見衰退；但圍繞家庭消費及全球貿易的變數，則令未來經 于前月，顯示中國經濟走勢平穩。
濟增長前景蒙上陰霾。

PMI報告顯示歐元區5月企業活動繼續放緩

上周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下降

IHS Markit歐元區5月綜合PMI降至18個月低點54.1，顯示5
月歐元區企業活動再度放緩。

截至6月2日當周，美國初請失業金人數下降1,000人，經季
節調整後爲22.2萬人，顯示勞動力市場進一步收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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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中文新聞部簡介
路透中文新聞部于 1992 年成立，隨著大中華區經濟的高速成長及客戶群的擴大，中文新聞
依托路透全球新聞的强大平臺，迅速成爲路透財經服務的重要一環，提供中文實時消息及深入
報導，以助大中華區客戶做出正確的投資决策。
路透中文新聞部同仁分駐北京、上海、香港、臺北及多倫多五地，新聞內容涵蓋宏觀經濟及
政策監管、外匯及固定收益市場、股市和企業新聞、大宗商品及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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