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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美中经贸谈判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近期将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以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中方代表团向特朗普转达习近平口信，希望中美双方
相向而行，以便能在3月1日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

路透中文专题新闻
路透中文新闻为客户提供包括路透专题新闻、每周

特朗普称，他有可能将访华行程同他和朝鲜领导人金
正恩的峰会结合起来。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具体计
划尚未公布，不过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长
努钦2月中旬将带领代表团访问北京。

全球财经新闻荟萃、以及汇市、债市和大宗商品等

此次中方代表团精锐尽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
在列，人民币汇率显然被提上谈判议程。易纲前往谈
判会场时被问及谈判情况时，竖起了大拇指。对于中
方的提议，他未予置评。

内容为汤森路透拥有，受版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法例

美联储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称将对继续升息保持
“耐心”，主席鲍威尔还表明委员会正在评估停止缩
减资产负债表的合适时间。一旦联储提早结束缩表行
动，新兴市场货币可望如释重负。

Eikon终端浏览查询。

美国政府关门35天后重新开张，经济面显现出政府停
摆的影响，加上近来美国部分地区笼罩在致命寒潮，
经济数据是否随之失真值得观察。

据，并梳理新一周的市场热点。依托路透全球信息

下周逢春节假期，金融市场仍不得闲，假期中登场的
重磅事件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等多位联储官员出
席活动或演说、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英国央行及澳
洲央行利率决议；美欧分别公布1月服务业和综合PMI。
美国也可能会更新因政府关门而未公布的经济数据。

多个类别的新闻产品。
以下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文字、图片、数据及图表

保护,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
欲详细了解本期所述信息和数据内容，欢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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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指数与主要货币对一周走势 截至2月1日0250GMT左右

美元指数

英镑/美元

澳元/美元

欧元/美元

日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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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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政策大转弯甩晕美元；中美如何“相向而行”牵动大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近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晤，以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报告称，中美双方为期两天的高级别贸易磋商取得了
“实质性”进展。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时表示，他对美中达
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持乐观态度。特朗普与习近
平会晤的具体计划尚未公布，不过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和美国财长努钦2月中旬将带领代表团访问北京。
莱特希泽称，要达成协议还需要作很多工作，但表示谈
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美中双方的磋商重点是保护
美国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农产品以及协议的“执
行、执行、执行”。
特朗普称，不需要将3月1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期限
延长。“我认为当我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会就所有事
情达成一致。”
特朗普称他希望与中国达成规模“庞大的”贸易协议，
但他暗示如果谈判达不到他的目标，则可能会推迟达成。
美国商会一名官员在听取了中美谈判情况简报后表示，
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中国没有针对强迫技术转让、大
规模行业补贴以及歧视性的数字交易法规等美国的核心
要求提出新的建议。
“我们上周在中国进行讨论后，感觉中方很难就技术转
让问题拿出什么建议，站在我们的立场看，这会有问
题，”美国商会国际事务主任Myron Brilliant指出。
分析师称若中美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则最可能提振风
险人气，并导致美元下滑。
**美联储缩表路线图**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并正式转变政策立场，承诺对进
一步升息保持耐心，这是美联储自2015年开始的紧缩周
期可能已经结束的最清晰信号。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以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上升为由，
称升息的理据已经“减弱”，并在一份声明中放弃了之
前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
在美联储声明公布后，美元全线疲软。债市交易员目前
押注联储下一步行动将是降息。美国利率期货价格周四
跳涨，表明交易员认为美联储在12个月内调降指标利率
25个基点的可能性有三分之一。根据芝商所(CME Group)
旗下的FedWatch，周三这一机率仅为五分之一。

鲍威尔还表明联储可能提早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最终
资产负债表规模或将大于先前预期。

随着美联储的债券持仓规模下降，银行业存放在美联储的
超额准备金大幅下滑，这令美联储控制短期政策利率的能
力承压。分析师早在去年夏季就已经猜测，美联储可能需
要提前两年停止缩表。
摩根大通分析师Michael Feroli在研究报告中称，最新的
预估暗示，美联储将在资产负债表规模降至大约3.5万亿
美元时结束缩表，时间在2020年第二季初。
**人民币一吐怨气**
人民币兑美元在1月升逾2%，收复了去年近半数跌幅，无
疑为巩固汇率稳定预期进一步奠定基础，但仍需提防中美
贸易冲突的扰动。
分析人士指出，中美经贸前景改善，美联储最新偏鸽派言
论强化了美指冲顶回落的预期，迭加春节前客盘结汇效应，
促成了1月人民币的强势，不过贸易谈判仍有较大不确定
性，将长期左右走势。
“我们预计，当前美元指数在95点附近依旧有进一步贬值
空间，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的物质基础有望持续巩固。”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称。
被视作人民币替代货币的澳元，本周受国内通胀数据提振
表现亮眼，投机客解除对澳洲央行今年将降息的部分押注。
“美联储立场更加鸽派，我预期澳元和新西兰元兑美元未
来几周将会上涨，”新加坡银行的汇市策略师Sim Moh
Siong表示。
德国央行总裁暨欧洲央行管委魏德曼在一份异常悲观的展
望报告中称，德国经济成长放缓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将超过
先前的预期，2019年欧元区通胀可能达不到欧洲央行设定
的目标。受此影响，欧元从三周高位回落。尽管美元全面
走弱，但欧元区经济增长和通胀仍低于预期，使得欧元也
难以上涨。
市场将关注周五稍晚出炉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分析师指
出，就业市场任何疲软迹象和薪资下滑，都只会巩固今年
美元偏软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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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重要经济数据和事件(2月4日-2月8日)以下若无特别说明均为GMT时间
日期
2/3(周日)

数据名称
中国1月财新服务业PMI
澳洲12月建筑开工许可

2/4
周一

2/5
周二

2/6
周三

2/7
周四

欧元区2月投资者信心指数

0930

英国1月Markit/CIPS建筑业PMI

0930

意大利1月CPI

1000

欧元区12月PPI

1000

美国就业趋势指数

1500

美国11月工厂订单和11月耐久财修正值
澳洲12月零售销售、四季度零售贸易、12月商
品/服务贸易收支
日本1月服务业PMI

1500

英国1月BRC零售销售
意、法、德、欧元区分别公布1月Markit服务业
和综合PMI

0001

重要事件
明尼亚波利斯联储总裁卡什卡利出席活动
(1540)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诺沃特尼出席一颁
奖活动(0800)。欧洲央行执委莫尔许将在同
一场合发表演讲(0830)

0030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

0030

克利夫兰联储总裁梅斯特经济前景和货币
政策发表讲话(0000)

0845-0900

英国1月Markit/CIPS服务业PMI

0930

欧元区12月零售销售

1000

美国1月Markit服务业和综合PMI终值

1445

美国1月ISM非制造业指数

1500

德国12月工业订单
美国四季度单位劳动成本和非农生产率初值、
11月国际贸易/商品贸易收支
加拿大12月建筑许可

0700

加拿大1月Ivey采购经理人指数

1500

新西兰第四季失业率

2145

德国12月工业生产

0700

法国12月经常帐、12月贸易收支
英国1月Halifax房价

0745

美国一周请领失业金人数

1330

美国12月消费者信贷

2000

韩国1月外汇储备

2100

1330
1330

0830

澳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0330)
瑞典央行总裁英韦斯参加瑞典国会金融委
员会主持的金融稳定公开听证会(0800)
欧洲央行银行监管委员会委员哈卡赖宁发
表讲话(1015)
瑞典央行第一副总裁约希尼克演说(1015)
巴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至2月6日)

澳洲央行总裁洛威发表讲话(0130)
印度央行宣布利率决定(0900)
德国总统史坦迈尔和总理梅克尔出席魏玛
宪法100周年纪念活动(1000)
加拿大央行副总裁连恩发表演说(1350)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里奇蒙联储夏洛特
分行的活动并在线回答问题(0000)
西班牙经济部长Nadia Calvino与欧盟执
委会副主席卡泰宁出席一活动(0800)
英国央行金融政策委员泰勒讲话(0835)
欧洲央行执委莫尔许发表讲话(1130)
英国央行公布通胀报告和利率决定，随后
发布会议记录(1200)
菲律宾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印度央行2018-19年度双月货币政策声明

日本12月所有家庭支出/1月银行放款余额

2330/2350

日本12月加班工资、12月未经调整经常帐收支

0000/0050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布拉德就美国经
济和货币政策发表演说(0030)澳洲央行季度
0500
货币政策声明(SOMP)(0030)
0630
俄罗斯央行货币政策理事会会议
注：受美国政府部分关门影响，一些数据推
0645
迟公布，其中美国第四季GDP初值、12月个
0700
人所得和支出、12月国际贸易收支等数据的
1330
新公布时期未定。

日本服务业景气判断指数—经济观察者调查
2/8
周五

时间
北京时间
0945
0030

法国四季度非农就业岗位
瑞士1月失业率
德国12月进出口及贸易收支
加拿大1月失业率

4

路透一周全球汇市综述

2019-2-1

一周汇市重要消息盘点
■ 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称近期将访华会晤习近平
最新一轮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新华社周五报导，中美就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实施
机制等坦诚讨论。刘鹤转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口信称，希望双方继续相向而行、加紧磋商，争取尽早达成对双方
都有利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表示，他近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以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贸易代
表莱特希泽和姆努钦财长2月中旬将率领美方经贸团队赴华同中方继续进行磋商。
■美联储将对继续升息“保持耐心”，鲍威尔称或很快停止缩表
美联储(FED)维持利率不变，并正式转变政策立场，承诺对进一步升息保持耐心，并在声明中放弃了之前有关“在
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对于正在进行的缩表行动，美联储也采取了更为鸽派的立场，表示准备
根据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调整计划。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可能会提前停止削减其4.1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行
动，使其持有的资产规模超过先前的预期。
■欧盟告诉特雷莎梅：退欧协议不可重新协商
欧盟首席英退事务谈判代表告诉英国，目前所剩时间太短，已不够用于找到退欧协议中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条款的替
代性安排，而且已达成的这份退欧协议不可重新协商。在距离法律规定的英国退欧时间只剩下两个月之际，英国议
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一项修正案，指示特雷莎梅再去布鲁塞尔找欧盟协商，要求修改退欧协议中最棘手条款。高盛已
将英国无协议退欧的机率从10%上调至15%，延后退欧的机率仍为50%，取消退欧的机率则从40%下修至35%。
■美国政府重新开门，本次部分停摆可能造成30亿美元损失
美国政府在部分停摆35天之后重新开门。近四分之一政府机构关门的导火索是特朗普提出的边境墙资金要求，特朗
普作出让步，但也扬言如果他的要求没能获得满足，政府将于2月15日再次关门。无党派机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表示，由于这次政府关门，2019年美国经济规模料比预期缩小0.02%。CBO表示，整体上美国经济在五周关门
期间损失了大约110亿美元。不过，CBO预计随着政府重新开门以及雇员拿到补发工资，其中80亿美元是可弥补的。
■中国外商投资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新增投资并购反垄断审查规定
新华社报导指出，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以来第二次专门加开的常委会会议，主要议题
是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足见这个议题意义重大。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指出，外商投资法将突出对外商投资
的促进和保护，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法律保障，将抓紧研究制定外商投资法的有关配套规章，为外商投
资营造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环境。
■欧洲央行：在必要时可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但今年不太可能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对欧洲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表示，如果有必要，欧洲央行可能恢复购债，但今年不太可能这样
做。“如果情况变得非常糟，我们仍可以重新启用我们工具箱中的其他工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
区去年第四季经济增长维持在四年低位，2018全年也创下2014年以来最低增速。欧元区动能疲弱，促使市场预计欧
洲央行在2019年多数时间都将维持宽松立场。
■中国1月制造业PMI略超预期，连两月低于临界点显经济仍在寻底
宏观经济先行指标显示，中国制造业的低迷状况在1月未有明显改善。最新公布的官方制造业PMI尽管较前月微升并
略超预期，但连续第二个月位于荣枯线50下方，中小型企业状况持续恶化；不过非制造业PMI表现强劲，创四个月
新高。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仍处在寻底过程中。华泰证券宏观团队的李超等点评称，预计货币政策将会出现向稳增
长切换的过程，逐渐由灵活适度转向稳健略宽松，预计全年3-4次降准，未来全面降息可期，可能在二季度降低政
策利率10个基点。
■日本央行副总裁：必须设法遏制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
日本央行副总裁雨宫正佳周四表示，该央行必须设法遏制政策的副作用，以在长期内维持当前“强有力的”货币宽
松。雨宫正佳称，达成日本央行2%通胀目标所需的时间比起初预想的要长，因企业通过精简营运来维持低成本，而
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又让企业打消涨价念头。他说，这意味着日本央行必须“耐心地”继续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
■台湾央行：通膨预期温和经济具不确定性，无进入升息循环迫切--会议记录
台湾央行公布去年第四季理监事会议记录。多位理事认为，支持政策利率维持不变，主要是基于今年经济具不确定
性的考量。有位理事即称，考量今年通膨预期温和且经济成长趋缓，加以国际贸易仍存不确定性，台湾并无进入升
息循环的迫切性。台湾央行去年12月召开第四季理监事会议，一致通过决议重贴现率维持在1.375%。另外，台湾主
计总处公布，2018年第四季经济成长率概估为1.76%，创10季以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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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重要经济数据回顾
中国1月制造业PMI略超预期
1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升至49.5，高于路
透调查预估中值49.3和上月的49.4，连两月低于临界点
显经济仍在寻底。

中国去年12月工业利润连两月负增长创三年新低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工业企业利润保持了两位数的
平稳增长，但在年末显现放缓压力，12月利润同比降1.9%。随
着需求端走弱、通缩风险加大，今年工业企业利润料续承压。

澳洲通胀维持疲软，无近期内降息的触发因素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猛增至近一年半高位
第四季CPI较前季上升0.5%，同比升1.8%，均超出预期。 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猛增5.3万至25.3万，但经济学家归因于
物价仍疲软，核心通胀连续第三年低于央行目标区间。 包括政府部分关门在内的一些临时性因素。

日本零售销售增幅超预期，但前景仍充满风险
12月零售销售同比上升1.3%超预期，因消费者增加服装
和家用电器方面的支出。

脱欧日益临近，英国消费者信心仍低迷
英国1月GfK消费者信心指数保持在负14，为逾五年来最低。消
费者对未来12个月整体经济形势的展望为2011年12月以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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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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