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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周重磅事件接踵而至，汇市总体表现平稳。
七国集团峰会市场原本就不看好，结果也确实差强人意。美国
与盟国之间贸易关系剑拔弩张，特朗普拒签峰会声明，之后还
严厉抨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因此本周伊始避险日圆表现亮丽。
紧接着是历史性的美朝峰会。特朗普与金正恩签署了“全面性”
函件，特朗普称这次峰会“结果比任何人的预期都要好”，还
称要停止美韩军演。峰会的顺利举行给市场增添乐观人气，避
险货币走弱，澳元等高收益货币温和上涨。

接着是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陆续召开议息会议。三家
央行的政策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相比之下，美联储的鹰派倾
向超过欧洲央行。欧元周四重挫近1.9%，为英国2016年6月退欧
公投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本周一条暗线贯穿始终，那就是贸易战阴云挥之不散。美国与
西方盟友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局势依然不妙。特朗普将于周五公
布其针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清单的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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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与主要货币对一周走势 截至6月15日0505GMT左右

美元指数

欧元/美元

英镑/美元

日圆/美元

澳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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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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周市场波澜不惊，贸易战风雨欲来
本周初，一幅彰显七国集团(G7)紧张气氛的
图片，传递出美国与西方盟友关系闹僵、贸
易局势剑拔弩张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
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展开口水战，令人担心
北美自贸协定可能要保不住。受此影响，避
险日圆周一上涨而加元小幅下跌，墨西哥披
索兑美元跌至20.340，距周五触及的16个月
低点20.6505不远。不过汇市反应总体平淡，
因市场对G7峰会原本就期望不高。
特朗普提前离开G7峰会之后奔赴新加坡，与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峰会召开之前美元
兑日圆涨至三周高位110.490,市场冀望特金
会可为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铺路。
其后特朗普与金正恩在这一历史性峰会上签
署了一份“全面性函件”，特朗普称这次峰
会“结果比任何人的预期都要好”。但美元
周二早盘的反弹之势消退。

“市场更担忧G7峰会的情况，这(美朝峰会)
更像是一场穿插表演和媒体盛事，没什么重
大实质内容，” 荷兰国际集团驻伦敦外汇策
略师Viraj Patel称。

另外，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担忧再起也令美元承
压，特别是美元兑日圆。

欧洲央行会议结果出炉。该行表示将在今年底
结束庞大的购债计划，朝着撤除危机时期的刺
激计划迈出最大的一步。央行声明公布后，欧
元短暂升至一个月高位1.1853。但欧元多头很
快撤退，因欧洲央行还表示，利率保持不变至
少持续到2019年夏季，反映了欧元区经济面临
的不确定性。欧元周四重挫，在周五亚洲盘延
续跌势，创5月30日以来最低1.1560。
日本央行周五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并调
降对通胀看法，暗示在撤出刺激政策方面，该
央行将落后于欧美央行。

特金会使风险偏好稍稍增强，日圆和瑞郎等
避险货币走弱，澳元等高收益货币温和上涨。

* *贸易战阴云密布，中国未跟进升息**

* * 三大央行议息会议**

中国央行周四维持银行间借贷成本不变，未追
随美联储升息，这一决定令外界感到意外。

市场焦点随即转向美欧央行会议。美联储周
三如预期将指标隔夜借贷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25个基点，至1.75-2%，还放弃了“在一段时
间内”保持利率在足够低的水平以提振经济
的承诺。

美联储暗示至少到2020年，将容忍通胀高于
目标水平。决策者还预计，到今年年底将会
再加息两次，之前的预期为再加息一次。
政策声明公布后美元指数曾升至94.028，但
之后转跌，分析师称升息可能已经被市场所
消化，且关注焦点已经转移到欧洲央行身上。

“中国并不急于维持相对美国收益率之差的优
势，因为资本外流和汇率稳定性目前都不再是
中国主要担忧，”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学家谢
栋铭在一份报告中称。“随着美中贸易战迫近，
人民币略微走软可能对中国有利。”人民币周
四收创近三周新高。
美国政府官员周四表示，总统特朗普已决心要
对中国商品课征“相当高的”关税；中国则警
告称，美方若选择升高贸易紧张关系，中方准
备好做出回应。特朗普将于周五公布其针对5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清单的修正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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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重要经济数据和事件 (6月17日-6月22日)
日期

数据名称

以下若无特别说明均为GMT时间

时间

韩国5月进出口物价

21:00

日本5月进出口和贸易收支

23:50

意大利4月贸易收支
美国6月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NAHB)房屋市场指数

08:00
14:00

6 / 18
周一

新西兰第二季Westpac-McDermott Miller消费者信心指数

22:00

6 / 19
周二

澳洲第一季主要城市房价指数
欧元区4月经常帐
中国5月银行结售汇/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美国5月建筑许可和房屋开工
新西兰第一季经常帐

01:30
08:00
-12:30
22:45

日本6月路透短观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

23:00

德国5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英国6月工业联盟(CBI)总工业订单差值
美国第一季经常帐收支
美国5月成屋销售
韩国5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新西兰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GDP)

约06:00

6 / 17
周日

6 / 20
周三

6 / 21
周四

23:50

瑞士5月贸易收支
法国6月企业景气指数
瑞士第二季三个月LIBOR目标区间中点
台湾5月外销订单年增率
英国5月公共部门净借款(PSNB)/收支短差(PSNCR)

06:00
06:45
07:30
08:00

美国5月领先指标
欧元区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日本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日本Markit/日经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6月初值
法国第一季国内生产总值(GDP)终值
法国/德国/欧元区6月制造业、服务业和综合PMI初值

6 / 22
周五

10:00
12:30
14:00
21:00
22:45

日本前周投资海外债券/外资投资日本股票

台湾第二季重贴现率
英国央行6月利率决定
美国6月16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6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
加拿大4月趸售(批发)贸易
美国4月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价

台湾5月季调后失业率
中国5月外汇市场交易概括数据
加拿大5月CPI和4月零售销售
美国6月制造业、服务业和综合PMI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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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约09:00
11:00
12:30
12:30
约13:00
14:00
14:00
23:30
00:30
06:45
07:0008:00
08:00

重要事件
--纽约联储总裁杜德利出席纽约联储的会议并
致开幕词，候任总裁威廉姆斯致闭幕词(2000)
--威廉姆斯就任纽约联储总裁
--亚特兰大联储总裁博斯蒂克发表演说(1700)
--欧洲央行论坛(至6月20日) ，欧洲央行总裁
德拉吉发表讲话(1630)
--加拿大央行副总裁帕特森发表演说(1645)
--瑞典央行理事会会议(1100)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首席经济学家普雷特、
美国圣路易斯联储总裁布拉德、爱尔兰央行总
裁连恩于欧洲央行论坛发表演说
--欧洲央行银行监管委员会委员哈卡赖宁演讲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利卡宁举行记者会
--日本央行公布4月货币政策会议记录(2350)
--韩国央行总裁李柱烈举行记者会(1130)。
--澳洲央行公布6月货币政策会议记录(0130)
--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至6月20日)
--泰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暨法国央行总裁维
勒鲁瓦德加洛提交法国和欧元区经济年报(0730)
--Maleki集团举办欧盟金融和欧洲未来研讨会，
演讲嘉宾包括德国央行理事Joachim
Wuermeling、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泽温等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
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和澳洲央行总裁洛威在
欧洲央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1230)
--菲律宾央行举行货币政策会议

--墨西哥央行公布货币政策声明
--欧洲央行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努伊在荷兰央
行主办的会议上发表演讲(1245)
--英国央行总裁卡尼在2018年伦敦金融城市长
官邸年度银行家宴会发表演说(2015)
--瑞士央行公布2018年金融稳定报告(0430)
--瑞士央行召开关于货币政策评估的记者会
(0730)
--挪威央行宣布利率决定及货币政策，随后召
开记者会(0800)
--英国央行宣布利率决定，并公布会议记录
(1100)

--纽约联储副总裁Beverly Hirtle发表演讲
(1300)
--欧盟经济和金融事务委员会会议

-12:30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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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汇市重要消息盘点
■ 美联储因通胀上升而加息，弃用危机时期政策指引
美联储周三决议加息，虽在普遍预料之内，但仍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标志着美联储退出为抗击
2007-2009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采取的政策。美联储将指标隔夜借贷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
个基点，至1.75-2%，并放弃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利率在足够低的水平，以提振经济的承
诺。美联储还暗示，至少到2020年将容忍通胀高于目标水平。决策者预计，未来数月升息的步
伐将会略微加快，预计到今年年底将会再加息两次，之前的预期为再加息一次。他们预计，明
年将再升息三次，与之前的预期一致。香港金管局则跟随美国升息，上调贴现窗基本利率25个
基点至2.25%。
■ 美朝峰会在新加坡举行，双方签署“全面”文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历史性会晤，双方签署了一份“全面的”文件。这次
峰会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特朗普在美朝峰会后的记者会上宣布，将停止美国与韩国举行
的定期军事演习，他称此一军演“非常挑衅”而昂贵。朝鲜官媒将特金会定调为一场胜利，称
其为“世纪之会”，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提供安全保证，并同意取消对朝制裁。
■ 欧洲央行将结束购债，日本央行维持政策不变
欧洲央行周四称，将在年底结束其标志性购债计划，这是该行在欧元区经济滑坡开始十年后，
朝着撤出危机时期的刺激措施迈出的最大一步。从10月起，欧洲央行将月度购债规模降至150
亿欧元，今年年底结束购债计划。该行还预计，利率将保持不变“至少到2019年夏季”。
日本央行周五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并调降对通胀看法，暗示在撤出刺激政策方面，该央
行将落后于欧美央行。 日本央行维持短期利率目标在负0.1%不变，并承诺维持10年期日本公
债收益率目标在零水准附近。该决定符合外界的广泛预期。

■ 中国央行短期或提升公开市场利率应对美联储加息--央行参事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周三援引中国央行参事盛松成表示，尽管中国央行仍有可能在公开市场小幅
“加息”(提升公开市场利率)，但长期来看中国没必要跟随美联储加息，更没有提升存贷款基
准利率的必要。他指出，从绝对值来说，中国利率高于国外很多，CPI也不高，加上中小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盛松成是在美联储政策会议前做出上述表态的。
■中国信用收缩超预期5月社融增量环比腰斩，政策难松但或有微调
中国央行周二公布数据显示，5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608亿元人民币，创22个月新低，约为
上月1.56万亿的一半。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环比腰斩，受非标融资继续萎缩、企业债净融资转负
拖累，且信贷增长也低于预测，显示银行资本金不足、风险偏好等影响下，融资需求回表乏力，
总体而言，信用收缩超出市场预期。
■ 德国6月ZEW经济景气指数跌至近六年最低， 美国5月PPI创六年半最大同比升幅
德国投资人6月信心大跌至2012年9月以来最低，受到对欧美贸易纠纷升级影响的担忧情绪拖
累。德国智库ZEW公布月度调查显示，6月经济景气指数从5月的负8.2降至负16.1。衡量投资
人对经济现状看法的现况指数从前月的87.4降至80.6。
受汽油价格大涨及服务成本持续增加带动，美国5月最终需求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较前月上升
0.5%，升幅超过预期，同比升幅创六年半最高，这是显示通胀压力逐步增加的最新迹象。另
外，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2.8%，为2012年2月以来的最大升幅。

5

路透一周全球汇市综述

2018-6-15

一周重要经济数据回顾
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温和上涨
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0.2%，截至5月的12个月内CPI
上升2.8%，为2012年2月以来的最大升幅。核心CPI按月上涨
0.2%，按年上涨2.2%。

英国5月零售销售优于预期，受益于皇室婚礼和温暖天气
英国5月零售销售连续第二个月增长，远超市场预期。国家
统计局公布，5月零售销售较前月增加1.3%，4月上修至增长
1.8%。5月增幅高于路透访问的所有分析师给出的预估。

英国5月请领失业金人数较前月减少0.77万人至88.6万人
英国5月请领失业金人数较前月减少0.77万人至88.6万人，截
至4月的三个月平均每周薪资所得较上年同期增加2.5%(预估
为增加2.6%)，4月较上年同期增长2. 5%。

日本4月核心机械订单创逾两年最大增幅
日本4月核心机械订单创下2016年初以来最大增幅，，逆转
前月下滑的势头。4月核心机械订单较前月大增10.1%，远超
路透访问的分析师预估的增加2.8%；3月为下降3.9%。

法国5月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终值较上年同期上涨 2.3% 美国5月生产者物价创六年半最大同比升幅
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终值较 劳工部表示，5月最终需求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较前月上升
上年同期上涨2.3%，较前月上涨0.5%。
0.5%，受汽油价格大涨及服务成本持续增加带动。按年升幅
达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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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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