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一周全球汇市综述

前 言

景气亮红灯，欧洲央行总裁德吉伤脑筋

欧元兑美元本周一度创下两个月新低，瑞郎兑欧元更冲
上两年新高，一方面是受到疲弱经济数据的拖累，另一方面
是因为市场押注欧洲央行可能在本周会议上降息。不过在欧
洲央行宣布维持政策不变，并暗示将进一步放宽政策之后，
欧元在空头回补推动下反弹，但上涨幅度有限，前景仍不容
乐观。
下周美国、日本及英国等主要国家央行将召开政策会议，
其中备受瞩目的自然是美联储是否会进行近十年来的首度
降息。路透调查结果显示，111 位受访分析师中超过 95%预
期美联储 7 月底会议将降息 25 个基点，年底前还会再降息
25 个基点。另一份调查则显示，有三分之二的分析师预期日
本央行将在今年扩大刺激政策，有部分分析师预期最快本月
就将采取行动。英国央行则是陷于两难境地，面对英国无协
议退欧机率升高，该行既要顾及英镑重贬带来的通胀效应，
又需应对经济景气不振的情况，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前景最是
棘手。
未来一周刚好进入 7 月末 8 月初的交界，将有大量重要
经济数据出炉，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各国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以及美国非农就业报告，本周欧美公布的 PMI 初值
数据已经预示制造业景气可能进入衰退，下周公布的终值数
据是否会受央行宽松前景影响而有所好转值得观察。在美国
初请失业金人数续降的情形下，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可望再缴
出亮丽的成绩单，但就业数据强劲可能也会引发对美联储降
息前景的质疑，从而成为冲击汇市的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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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释出宽松讯号，美联储降息预期稳固
欧元本周重挫，兑美元一度跌至 1.1102 创下两
个月新低，
兑瑞郎则是一度跌至两年新低 1.0965，
本周跌势除了受到欧元区制造业 PMI 数据连续第
六个月呈现萎缩、及德国 Ifo 企业景气判断指数
创逾六年来新低等经济数据表现欠佳的拖累之
外，市场扩大押注欧洲央行本周降息机率也是一
大要因。不过在欧洲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后，
欧元小幅反弹。
然而欧元前景仍难容乐观，一方面因为欧洲央
行总裁德拉吉暗示已经准备好将在 9 月会议降
息，并考虑其他宽松政策，另外欧元区制造业受
到贸易战的冲击短期内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制
造业景气下滑效应恐将扩散至其他领域，再者英
国新任首相约翰逊就任之后，外界对于英国无协
议退欧的预期升温，这恐将对欧元区经济带来另
一波打击。
“下半年经济普遍复苏的希望渺茫，”德国商
业银行分析师 Joerg Kraemer 表示，“德国处于
增长大幅放缓和衰退之间的灰色地带。”
在欧洲央行周四维持利率不变后，德拉吉表示，
正在设计一套刺激方案，可能在 9 月份出台。作
为降息的前奏，欧洲央行表示，预计到 2020 年中
期，利率将维持在目前或更低的水平，这与此前
承诺的在明年 6 月前保持利率不变略有不同。德
拉吉补充称，欧洲央行还可以通过提供分级存款
利率来补偿银行因更低的利率而蒙受的损失。此
外，消息人士表示，欧洲央行重启 2.6 万亿欧元
(合 2.90 万亿美元)债券购买计划也被认为是可
能的，不过要找到更多合格资产来购买并不容易。

**美国经济数据喜忧参半**
本周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喜忧参半。除了 7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降至 50.0 的景气荣枯分水岭、
创下 2009 年 9 月以来新低，以及成屋及新屋销售
数据显示房市步履蹒跚表现稍逊之外，6 月核心
资本财订单大幅增加，出现近一年半以来最大增
幅，表明企业投资有所改善，上月初请失业金人
数创三个月新低，扭转先前小幅上升走势。6 月商
品品贸易逆差小幅下滑，进出口都走低，其中消
费品出口下降 10.9%创 1989 年以来最大降幅，进
口普遍下滑则可能暗示最近几个月加速增长过
后，内需略为降温。

G7 会议上的英国央行总裁卡尼(左)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中)
路透/Pascal Rossignol

美国将在周五公布第二季 GDP 数据，目前市场
预期第二季 GDP 环比年率料增长 1.8%，创下两年
多来最低增速，远低于第一季的增长 3.1%，这是
因为消费者支出加速上升可能被疲弱的出口和
企业投资所抵消，但由于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支撑
着消费者支出，近期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不过美国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不断上升，尤其
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以及海外经济增长
放缓所带来的风险。“经济放缓吓坏了美联储和
市场，但天并没有塌下来，”穆迪分析驻宾州资
深分析师 Ryan Sweet 表示。“如果明年我们真
的发生经济衰退，那将是因为我们引发贸易紧张
自作自受。”

**英国央行权衡退欧的影响**
英国保守党新任党魁约翰逊就任首相后首度
在议会发表演说时表示，将与欧盟谈判新的退
欧协议，他并威胁说，如果欧盟拒绝，他将于
10 月 31 日将带领英国无协议退欧。不过英镑汇
价早已反映约翰逊当选后的强硬退欧立场，本
周英镑走势相对平稳，持稳于 1.25 美元附近。
英国 6 月通胀率已经达到央行的目标水准，
而英镑兑美元自 5 月初以来已经贬值超过 5%，
近期触及 27 个月新低，兑欧元触及六个月低
点，市场还继续看空英镑，输入型通胀山雨欲
来。本周公布的英国经济数据相当疲弱，其中 7
月零售销售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萎缩，创 2011
年以来最长时间的连续下滑走势，5-7 月工厂新
订单更是创十年前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
本来顾忌通胀的英国央行是持升息立场，但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桑德斯本周表示，退欧可能
会成为升息的阻碍，显示该行似将改弦更张，
以支撑经济为政策的主要考量，本周英国央行
的表态料成为影响英镑走势的一大因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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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重要经济数据和事件 (7 月 28 日-8 月 2 日)
日期
7/28
周日

7/29
周一

7/30
周二

7/31
周三

数据名称

英国 7 月 Nationwide 房价 (29 日至 31 日间公布)

0600

美国 7 月达拉斯联储制造业景气指数

0830
约 1430

重要事件
暂无

* 日本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至 7
月 30 日)

日本 6 月失业率、求才求职比

2330

日本 6 月工业生产

2350

法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

0530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和贸易代表莱

德国 8 月 GfK 消费者信心指数

0600

特希泽在上海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法国 6 月预算收支及消费者支出

0645

刘鹤举行会谈

欧元区 7 月企业景气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

0900

德国 7 月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初值

1200

美国 6 月个人所得及支出、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

1230

美国 5 月标普/CaseShiller 房价指数

1300

美国 7 月消费者信心、6 月成屋待完成销售指数

1400

英国 7 月 GfK 消费者信心指数

约 2301

中国 7 月官方制造业及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约 0100

澳洲第二季消费者物价指数(CPI)、6 月民间信贷及房贷

0130

日本 7 月消费者信心、6 月房屋开工

0500

*日本央行宣布利率决定，央行总裁
黑田东彦召开记者会(023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开始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至 7 月 31
日)

德国 6 月实质零售销售

约 0600

*美国 FOMC 宣布利率决议和政策

法国 7 月 HICP 及 CPI 初值

约 0645

声明(1800)，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召

德国 7 月经季节调整失业人口变动及失业率

0755

开新闻发布会(1830)

台湾第二季经济成长率概估

0800

*巴西央行宣布利率决定(2100)

欧元区 7 月 HICP 初值、第二季 GDP 首次估值、6 月失业率

0900

*东盟国家外长全体会议(0250)、非

约 1215

正式会议(0500)

美国第二季雇佣成本指数

1230

加拿大 5 月 GDP、6 月工业产品价格

1230

美国 7 月芝加哥 PMI

1345

韩国、日本、台湾 7 月制造业 PMI

0030

*英国央行宣布利率决定，发布会

澳洲第二季进出口物价

0100

议记录和通胀报告(约 1100)

中国 7 月财新制造业 PMI

0145

意大利、法国、德国、欧元区 7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
英国 7 月 Markit/CIPS 制造业 PMI
美国 7 月 Challenger 企业计划裁员，最新一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加拿大 7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美国 7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ISM 制造业指数

8/2
周五

时间
2350

美国 7 月 ADP 民间就业岗位

8/1
周四

以下均为 GMT 时间

日本 6 月零售销售

英国 6 月消费者信贷、抵押贷款发放金额、M4 货供额

2019-07-26

0745-0800
0830
1130、1230
1330
1345、1400

澳洲第二季生产者物价指数(PPI)、6
月零售销售
，、

0130

瑞士 7 月 CPI

0630

英国 7 月 Markit/CIPS 建筑业 PMI

0830

欧元区 6 月 PPI、零售销售

0900

美国 7 月非农就业岗位、失业率、平均时薪、就业参与率

1230

美国 6 月国际贸易收支

1230

加拿大 6 月进出口及贸易收支

1230

美国 6 月工厂订单、7 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

1400

*日本央行副总裁雨宫正佳对商界
领袖发表讲话(0130)
*东盟外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
晤(0630)
*日本央行公布 6 月货币政策会议
记录(2350)

*东亚峰会。东盟外长与澳洲、中
国、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
斯、韩国和美国外长参加(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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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汇市重要消息盘点
欧洲央行承诺进一步放宽政策，或将考虑检讨通胀目标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就差直截了当地承诺，随着经济增长前景恶化，将进一步放宽政策了，他甚至暗
示将重新解读央行的通胀目标。
四名知情人士周四对路透表示，欧洲央行 9 月会议降息似乎已成定局。
他们补充称，还有可能购买政府公债和调整政策指引。德拉吉表示，由于全球贸易战冲击欧洲出口为
重点的制造业，令欧元区经济前景转弱。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种前景越来越糟，制造业前景
越来越糟，仰仗制造业的国家的前景也越来越糟。”他并指出，一些政策制定者甚至主张全面调整通胀
目标，这是 2003 年以来首见。

英国新首相约翰逊称退欧‘没商量’，承诺达成一项全新退欧协议
英国新首相约翰逊在就任后的首次演讲中承诺，将带领英国在 10 月 31 日退欧，这一点“没商量”，
幷警告称，如果欧盟拒绝磋商，英国将无协议退欧。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誉为英国的特朗普的约翰逊向
欧盟发出了迄今最强烈的信号，即他将采取明显更强硬的方式，就修改之前达成的退欧协议进行磋商。
尽管约翰逊的策略可能会得到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曾建议特雷莎梅对布鲁塞尔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但约翰逊只有 99 天的时间来重新磋商所谓的退欧协议幷使其获得议会的批准，而欧盟已多次拒绝修
改该协议。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致信约翰逊称，他期待“详细”讨论合作问题。

中国商务部：中美双方 7 月 30-31 日在上海重启磋商，与贸易采购无直接关系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周四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双方牵头人将于 7 月 30-31 日在上海见面，在平
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磋商；近期中国有企业有意愿自美进口农产品，采购由企业自主决策，重
启磋商是两国元首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与贸易采购没有直接关系。至于此次磋商为何定在上海，
他在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称，在不同地点磋商是十分正常的安排，上海具备开展磋商的良好条件。

IMF 调降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因贸易和英退变数持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调降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并警告称，美中进一步加征关税、汽车关
税或英国无序退欧可能进一步使增长放缓，削弱投资并干扰供应链。IMF 表示下行风险已加剧，目前
预测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 3.2%，2020 年增长 3.5%，均较其 4 月的预测低 0.1 个百分点，且是 10 月
以来第四次下调。IMF 并提到，全球贸易活动在 2019 年第一季仅比上年同期增长 0.5%，为 2012 年
以来最低增速，而且迹象显示存在重大下行风险。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对降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及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委员霍尔丹表示，除非经济大幅下滑，否则他对降息
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因英国经济已满负荷运转，不能依赖英国央行的刺激来推动成长。霍尔丹在一次
讲话中表示，近期疲弱的经济数据反映出与英国脱欧相关的波动性，而消费者信心和就业市场依然强
劲，英国的政策立场与美国和欧元区不同。他补充说，英国经济增长料在第二季停滞，而在英国退欧
之前，企业投资“显著放缓”。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桑德斯称，退欧或许阻止央行升息
彭博周二引述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桑德斯的话称，退欧可能阻止英国央行升息。桑德斯是最近几个
月里谈论央行需要提高借款成本的几位决策者之一。桑德斯在采访中表示，英国央行对于顺利退欧的
基本情形假设，与投资人担心的无过渡协议退欧之间的差距，意味着英国央行的官方展望或许不会
“对公众的政策预期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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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重要经济数据回顾
全球综合 PMI 预示景气滑坡

瑞郎强劲升值，瑞士央行恐再度与市场开战

如图所示，蓝线代表的全球产出 PMI 处在三年来低点，逼近

瑞郎兑欧元触及两年高点，过去三个月难上涨超过 4%，兑

50 的景气荣枯分水岭，红色代表的 5 月制造业新订单则是

美元也录得相似的涨幅。市场貌似逼瑞士央行摊牌，各界关

自 2012 年以来首度跌入萎缩区域。

注该行总裁乔丹将如何应付这场战争。

投机美元净多仓降至一年低点

美国成屋销售动能放缓，房价创新高

橘线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公布的美元兑 G10 货币净

图中左边紫色为新屋销售、蓝色为成屋销售年率，右边则

仓位，蓝线为美元指数。如图所示，美元净多仓已经降至一

是成屋待完成销售指数。随着成屋价格上涨至纪录高位，

年低点，美元指数则是呈现区间整理。

房市销售动能也开始放缓。

全球贸易量自去年 10 月开始下滑，经济前景蒙阴

德国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陷入负值的天数即将打破纪录

如图所示，全球贸易量指数从自去年 10 月起就呈现下滑走

根据路透计算，德国 10 年期公债收益率 3 月跌入负值

势，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并非吉兆。

后，在该区域停留的天数将达到 80 天，即将超越 2016 年
时的 7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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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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