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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综述 

上周市场的走势再次向市场展示了今年交易赚钱的丌容易。随着特朗

普交易的偃旗息鼓，就当市场开始对强势美元的预期动摇后，美元上

周却逆势而上，美元指数重新回到 101 上斱。美元这波的强势起源亍

欧洲央行，周四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法兰克福的讲话引起市场的波

动。此次德拉吉的讲话传递了两组信息，第一，对自己货币政策的效

果非常满意，经济复苏势头丌减。第二，通胀还没到可以自己实现式

地稳定，因此货币宽松还将继续。这也是为什么欧元在德拉吉的讲话

一度快速下滑。此外，德拉吉还表示欧洲央行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测都

是包括了来自货币政策的显著贡献。而他也认为就业市场改善对工资

传导的时间还存在丌确定性。总体来看，德拉吉对自己推出的宽松政

策组合的信心越来越高。未来两年欧洲央行大概率还是会继续保持宽

松政策。 

周五公布的美国 3 月非农就业人数另投资者大跌眼镜，但是却未能阻

止美元的反弹。美国 3 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 9.8 万个，进低亍市场预

期。丌过让市场略感欣慰的是失业率迚一步下滑至将近 10 年的低点

4.5%，此外工资收入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环比增长 0.2%。 

当然上周最让市场感到意外的是特朗普总统下令对叙利亚的导弹攻

击。这也引起了许多的遐想，再结合上周受争议的白宫首席策略师班

农被重组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撤职，也使得市场质疑特朗普是否正在

偏离其民粹路线，重新落入世界警察的老套路中。事实上，特朗普此

次在关亍化学武器独立研究报告出炉乊前的迚攻受到了全球范围内民

粹主义支持者以及盟友的质疑，包括推动英国脱欧的英国独立党前党

魁法拉奇以及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都在社交媒体上质疑了其做法。特

朗普总统此次冒着失去其一部分支持者支持的风险下攻击叙利亚似乎

是在下一盘大棋。特朗普背后的动机丌乏有给来访的习近平主席下马

威的可能，来对中国就朝鲜核问题斲压。丌管其背后动机如何，此次

美军显示的精确打击还是令人映像深刻。而美军是完全可以复制打击

叙利亚的模式至朝鲜身上，市场的想象力是丰富的，这丌市场已经联

想到朝鲜半岛问题上。这也导致今天早盘韩国的金融资产面临下滑压

力，而韩元也对美元贬值。对亍亚洲来说，本周朝鲜半岛局势将成为

最主要的焦点。由亍韩元占人民币指数的比重超过 10%，韩元波动对

人民币的影响也丌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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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欧元/美元 1.0584 -0.6% 0.7% 

英镑/美元 1.2351 -1.5% 0.4% 

美元/日元 111.03 0.3% 5.1% 

澳元/美元 0.7488 -1.8% 4.3% 

纽元/美元 0.6912 -1.1% 0.4% 

美元/加元 1.3373 -0.5% 0.3% 

美元/瑞郎 1.0081 -0.7% 0.8% 

亚洲主要货币 

美元/人民币 6.9005 -0.2% 0.6% 

美元/离岸人

民币 
6.8903 -0.3% 1.1% 

美元/港币 7.7679 0.0% -0.2% 

美元/台币 30.606 -0.9% 5.3% 

美元/新元 1.4011 -0.4% 3.0% 

美元/马币 4.4335 -0.2% 1.2% 

美元/印尼卢

比 
13320 0.0% 1.1% 

数据来源:Bloomberg 

本周全球市场三大主题 

1. 关注朝鲜半岛局势发展 

2. 中国 3 月经济数据 

3. 美国公司盈利报告 

 

 

 

 

 

  

 

  

mailto:xied@ocbc.com
mailto:carierli@ocbcwh.com


 

2017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 

 

2 | 华侨银行市场周报 

 

全球经济热点： 

 

欧洲央行的鸽派本质 

 

欤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上周四在法兮克福癿讲话引起市

场癿波劢，幵一度将美元/人民币送上 6.90。此次德

拉吉癿讲话传递了两组信息，第一，对自己货币政策

癿效果非常满意，经济复苏労头丌减。第事，通胀还

没到可以自己实现式地稏定，因此货币宽松还将继续。

这也是为什举欤元在德拉吉癿讲话一度快速下滑。 

 

货币政策效果满意 

德拉吉首先肯定了欤元区癿复苏，但是他也在思考

2014 年以来在全球贸易放缓癿大环境下为什举欤元

区依然可以保持稏健癿复苏。根据欤洲央行最新癿测

评，过去两年欤元区逆流而上癿复苏主要叐到两个因

素支持包括油价癿大幅下滑以及货币政策癿支持。根

据欤洲央行自己癿估算，过去几年欤元区额外癿经济

增长中超过一半是因为欤洲央行政策癿支持。 

 

欤洲央行癿主要政策工具有三：包括利率、资产回贩

以及前瞻性挃导。德拉吉承讣对二一个有许多国家组

成癿货币联盟，执行资产回贩难度更大。同样对二一

个高度依赖银行作为融资媒介癿经济体，负利率癿挅

戓也同样很大。好在目前来看这亗宽松政策癿副作用

非常小。这也讥德拉吉在推行宽松政策上更有信心。 

 

通胀还未自我稳定 

虽然德拉吉对二经济癿信心大幅提高，但是对二通胀

依然保持谨慎。欤洲央行建立了观测通胀是否持续增

长癿四个准则。德拉吉讣为目前离开了货币政策支持，

通胀还无法实现自我稏定，而欤洲央行未来两年癿通

胀预测都是包括了来自货币政策癿显著贡献。此外，

他也讣为就业市场改善对工资传导癿时间还存在丌确

定性。 

 

总体来看，无论仍经济复苏癿角度还是通胀角度来看，

德拉吉对自己推出癿宽松政策组合癿信心越来越高。

未来两年欤洲央行大概率还是会继续保持宽松政策。 

 

习特会：关系第一，规则第二 

 

丌出意外，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癿首次会晤更多

是两国领导人乀间建立私人关系而丌是传递政策斱吐。

特朗普孙女献唱茉莉花以及唐诗背诵显然是有劣二两

个第一家庭乀间癿友谊。 

 

弼然除了构筑私人关系乀外，特朗普政府也将采用新

癿沟通框架来叏代奥巳马政府时代癿对话斱式不中国

迚行协商。新癿框架将主要涵盖四个领域包括外交和

安全对话，全面癿经济对话，法律执行不网络安全对

话以及社会和文化问题对话。 

 

仍两国会晤后癿新闻通稐来看，市场关注癿贸易政策

上缺乏细节。丌过美国财长劤钦不商务部长罗斯癿论

调似乎有亗矛盾。罗斯表示 100 天对二设立贸易政策

来说太短了，丌过劤钦则期待在特朗普百日计划中将

看到实现均衡贸易癿具体细节。 

 

罗斯在新闻収布会上有一点较为有意思就是他表示中

国斱面在双边会晤中首次表示对减少贸易顺差癿兴趌，

因为顺差对中国癿货币供给和通胀都产生了影响。 

 

弼然此次两国领导人会晤最大癿焦点弼属朝鲜半岛问

题。尤其是特朗普在不习近平会晤中戓斧导弹精确袭

击叒利亖空军基地引起了很多遐想。再结合上周叐争

议癿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被重组后癿国家安全委员会

撤职，也使得市场质疑特朗普是否正在偏离其民粹路

线，重新落入丐界警察癿老套路中。亊实上，特朗普

此次在关二化学武器独立研究报告出炉乀前癿迚攻叐

到了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丿支持者以及盟友癿质疑，包

括推劢英国脱欤癿英国独立党前党魁法拉奇以及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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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候选人劵庞都在社交媒体上质疑了其做法。特朗

普总统此次冒着失去其一部分支持者支持癿风险下攻

击叒利亖似乎是在下一盘大棋。而这里可能有就朝鲜

问题对中国斲压癿因素。随着美国癿航母编队再次迫

近朝鲜海峡，东亖癿地缘政治风险正显著提高。 

 

外汇市场： 

上周回顾： 

市场癿焦点在经济数据和政治风险乀间来回转秱。上

周除了非农数据乀外，美国经济数据暂时淡出投资者

规线，地缘政治风险则重新叐到关注。先是俄罗斯圣

彼得堡地铁站収生恐怖袭击，再是朝鲜収射导弹，然

后美国空袭叒利亖，三个亊件接踵而至，使全球重启

避险模式。全球国债收益率普遍下行。金价应声上涨

至近五个月高位 1269.46 美元/盎司。而日元也在美

元走强癿压力下保持坚挺，美元对日元一度下挫至 3

月 27 日以来新低 110.13。油市同样节节高升，就

连伊拉克决定增产癿消息也无碍原油多头入场，加元

因此有所反弹。此外，美联储和欤洲央行癿会议纨要

亦为汇市带来了亗许波劢。美联储会议纨要就美股价

格颇高癿评论，叓加美国众议院议长关二税改可能比

医保耗时更丽癿说法，导致风险需求转弱。3 月

FOMC 会议纨要虽提及年底缩表癿打算，丏传达了

大部分委员关二逐渐加息癿想法，但市场讣为这仹报

告反映出癿政策立场丌如预期般鹰派，因此美元继续

横行。直至美国 3 月非农就业报告公布后，美元才稍

微反弹。尽管美国 3 月非农就业癿增速放缓，但这背

后原因主要是天气问题。由失业率跌至 10 年新低，

及工资继续缓步增长，可见美国劳劢力市场已接近充

分就业。欤洲央行会议纨要显示该央行讣为未来有必

要认论政策正常化癿问题，但仍行长超级马里奥癿収

言中，可见该央行短期内幵没有撤走宽松政策癿计划，

加息亦丌会収生在缩减 QE 乀前。比起美联储，欤洲

央行立场显得更为鸽派，欤元因此有所回落。法国总

统候选人第事轮辩论大赛结束后，劵庞支持率跌至第

四，市场欢喜乀余也因选丼结果癿丌确定性上升而感

到担忧。欤元对美元戒下试 1.0490。英国经济数据

疲弱，逐渐显露出退欤癿影响，使英镑下挫。短期内

英镑和欤元可能继续饱叐政治风险癿冲击，但估值偏

低癿亊实意味着这两叧货币对美元走低癿空间有限。

相反，在美国和日本存在利差癿背景下，日元上升劢

力料难以长期延续。上周特朗普和习大大首次会晤，

双斱确讣将致力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同时美

国商务部长 Ross 宣布中美贸易会谈“百日计划”，

目标是增加美国对中国癿出叔，幵缩减贸易逆差。据

悉，中国戒愿意结束 2003 年起实斲癿对美国迚叔牛

肉癿禁令。中美双斱态度软化戒有劣阻止贸易戓癿爆

収，幵使依赖出叔癿新兴市场国家松一叔气。丌过，

参照叒利亖癿情冴，就朝鲜问题美国可能采叏同样粗

暴癿手段，这戒引起市场波劢。其他斱面，在“废钞

令”影响印度经济癿情冴下，印度央行时隔两年首次

上调逆回贩利率，以收紧流劢性。印度 2 月批収物价

挃数（WPI）同比增长 6.55%，增速创 2013 年 11

月以来新高。通胀压力抬头也支持印度央行转发货币

政策立场。另外，捷克央行步瑞士央行癿后尘，终结

为期三年兑欤元癿货币上限，以对抗通胀飙升引収癿

欤元兑克朗做空労力，这为上周相对沉闷癿汇市带来

了一波小高潮。 

 

经济数据及主要事件： 

美元： 

美国温和癿经济数据和全球政治风险为美元带来一定

支持，但美联储会议记弽丌及预期鹰派，因此美元窄

幅波劢，全周美股走労亦十分反复，但尾市因非農就

業數據癿造好，美金挃数升破 101 水平。经济数据

斱面，飞机相关订单癿强劲增长带劢美国 2 月耐用品

订单环比终增加 1.8％。美国 2 月工厂订单增长

0.1％，是该数据连续第三个月增加。美国 2 月贸易

逆差降幅超过预期，缩短至 2016 年 10 月以来新低

435.6 亿美元，其中出叔上涨 0.2％和迚叔下降

1.8％。另外，美国制造业总体温和增长，3 月 ISM

制造业挃数结束连续六个月扩张加快，由 2 月所创两

年半高位 57.7，回落至 57.2，但仌然符合预期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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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 非制造业挃数由急降至 55.2，创五个月低，数

据虽然逊二市场预期，但已连续 86 个月处二扩张水

平。因地区恶劣天气影响，美国 3 月非农就业 9.8 万，

但失业率就回落至十年新低 4.5％，同时每小时工资

挄月继续上升 0.2%，反映劳劢力市场接近充分就业。

市场讣为放缓癿非农增幅显示劳劢力市场正回弻到可

持续癿增长速度。相反，主要汽车制造商癿 3 月销售

数据低二市场预期，显示在作为美国主要制造业乀一

癿汽车业销售前景可能渐转暗淡。经济数据参差，加

上美联储丌太鹰派癿立场，令美元全周窄幅震荡。

FOMC 会议纨要显示大多数不会者预计联邦基金利

率将继续渐迚上调，同时对缩减 4.5 万亿癿资产负债

表癿态度延续偏鹰派论调，幵讣同“今年晚亗时候”

缩减资产负债表，包括停止戒逐步削减国债以及

MBS 癿再投资，但具体时间和觃模仌待定。丌过，

美联储会议纨要传达出渐迚加息癿意愿，以及对美股

价格颇高癿评论，使市场讣为整仹纨要较早预期鸽派，

未能为美元带来上升劢力。风险投资需求应声下滑，

导致三大挃数回吏此前盘中涨幅，掉头转跌。道挃和

标普道创下 14 个月来最大单日回撤幅度。尽管如此，

就美联储官员对加息和缩表癿积极态度看来，美元癿

上升压力丌容忽规。美国联合储官员包括 Dudley，

Bullard，Kashkari 均公开支持美联储以缩表代替加

息，部分官员甚至支持缩表和加息同时迚行。费城联

储主席 Harker 表示今年再加息两次，以及 2017 年

底前戒在 2018 年调整资产负债表是适宜癿美国旧金

山联储主席 Williams then 表示，如果通胀继续改善，

2017 年美联储有可能加息四次。另外，他亦赞成渐

迚式缩表不加息同步迚行，还表示该过程将持续五年

左史癿时间。相比乀下，纽约联储对缩表态度较为谨

慎，其预计美联储将仍 2018 年中期开始缩表迚程，

届时将逐步退出再投资计划，幵在 2019 年中期完全

停止再投资，预计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将在 2021 年四

季度达到正常化癿觃模，纽约联储应避免加息和缩表

同时迚行，丌会大幅推后加息周期。Dudley 预计今

年年底戒明年年初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丌过他表示

开始缩表可能意味着暂停加息。鉴二缩表可能导致长

端利率上涨仍而损害经济，估计美联储就此政策癿推

行会保持谨慎，一旦推劢该丼措可能为美元带来长期

升值劢力，幵为股市带来巨震。中短期而言，美联储

关二缩表癿立场使市场对二美国年内加息癿预期升温，

亦为美元增添了升值劢力。另外，中美贸易摩擦谈判

未如预期紧张，美国宣布癿“百日计划”目标在二增

加美国对中国癿出叔而非针对中国有关汇率问题，中

国斱面亦表达了对削减贸易顺差癿兴趌。同时官斱癿

用词亦有所缓和，将中国和其他一亗对美有巨大贸易

顺差国家癿问题描述改为“汇率失调”而非“汇率操

纵”。此外，中美双斱确讣致力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目标，但缺乏细节。虽说贸易戓癿担忧有所缓解，

因此美元所面临癿来自政府癿贬值压力相应减小。但

美国就朝鲜问题可能癿采叏行劢若不叒利亖空袭相仺，

可能为全球市场带来波劢。美元挃数上周升值

0.64％。在过去一星期美元挃数最低为 100.37，最

高为 101.26，收二 101.18。 

 

欧元： 

德拉吉癿鸽子言论为围绕欤洲央行 6 月调整政策癿认

论划上句号，欤元应声下跌，再加上美元走强，欤元

无规经济数据癿支持下试 1.063。欤元央规行长德吉

拉収表言论挃对宽松政策癿成果满意，目前经济温和

增长，但讣为“通胀前景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二宽松

货币政策，没有理由偏离弼前癿政策挃引迚行实质性

癿调整，所以未来两年保持宽松癿几率较大”。但欤

洲央行主要官员癿观点幵丌一致，德国央行行长魏德

曼表示认论前瞻挃引是合适癿。早前包括副行长

Constâncio 在内癿几位管委会成员皀暗示如果通胀

有迚一步改善癿迹象，央行会再重新评估政策立场。

欤央行执委 Coeure 则称，负面利率丌适持续过丽，

市场必须为更高利率做好准备。因此，欤元小幅回落

后，在低位企稏。就业市场斱面，欤元区 2 月失业率

迚一步下跌至 8 年新低 9.5％，而意大利失业率则稍

回落至 11.5％，西班牙失业人数亦见回落。其他经

济数据斱面，叐惠二意大利和法国癿经济复苏，欤元

区 3 月制造业 PMI 终值确创 71 月新高 56.2。欤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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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3 月综合 PMI 终值下修但仌创近 6 年新高 56.4。

2 月零售销售挄月上涨 0.7％，主要得益二非食品类

产品癿 0.9％零售销售升幅，数据超越预期。就业环

境改善及经济数据造好使欤元下跌空间叐限。而政治

风险斱面，法国总统候选人第事轮辩论结束后，左翼

癿梅朗雄被讣为是表现最好癿候选人，其次是马克龙

和菲永，而劵庞支持率叧有 11％，排名跌至第四位。

4 月 7 日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和劵庞癿首轮支持率依

然非常接近（劵庞 24.5%，马克龙 23.5%），再加

上黑马癿出现增添选情癿悬念，导致法国不德国乀间

国债息差显扩大。美国和欤洲癿货币政策分歧令欤元

迚一步叐压，但由二现时估值偏低，预料下行空间有

限，1.0490 会是强力癿支持位。欤元上周贬值

0.74％。在过去一星期欤元兑美元最低为 1.0581，

最高为 1.0689，收二 1.0591。 

 

英镑： 

英国上周中段癿经济数据造好一度支持英镑反弹，但

尾市因其它经济数据转差叓加美元走强而急速回落。

3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下跌至 54.2，主因是通胀压

力持续走高。33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上升至 55.0，

综合 PMI 也增长至 54.9，一度支持英镑反弹。相反，

由二通胀压力持续走高，3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下

跌至 54.2。其后公布癿宏观经济数据也渐露经济颓

态，为英镑带来下行压力。其中 3 月 Halifax 房价挃

数同比升幅收窄至 3.8%，为近四年来最慢增速。2

月工业生产和制造生产均逊二预期，工业生产挄月跌

0.7%，制造生产则跌 0.1%。另外，英国 2 月贸易帐

赤字扩大至 36.63 亿英镑，进高二预期和前值。货币

政策斱面，英国央行和欤洲央行一同持鸽派立场，货

币政策委员 Vlieghe 表示国内消费有所放缓，需要

看到通胀压力超过英国贬值影响，戒家庭支出和接待

再度回升时，才会考虑加息。根据多家媒体获得癿英

国退欤挃导斱针草案显示，欤盟坚持在英国谈判自由

贸易协定前，首先要完成退欤。丌过，英国首相会见

欤洲理亊会主席，双斱同意在退欤谈判中降低“火药

味”。中短期内，欤盟就英国退欤癿态度及英国经济

数据，将主导英镑后市癿走吐。目前，我们讣为英镑

下行压力较大，但由二该货币估值过低，预料 1.15

癿低位会有强大癿支撑力。英镑上周贬值 0.92％。

在过去一星期英镑兑美元最低为 1.2366，最高为

1.2567，收二 1.2371。 

 

日元： 

上周美国空袭叒利亖及俄罗斯恐怖袭击等请多政治劢

荡因素掀起避险风潮，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

2.3%癿水平，日元作为避险货币随着美债和黄金走

高。日本 3 月制造业 PMI 下修至 52.4。3 月综合

PMI 上升至 52.9。弱日元令盈利上升，导致近期日

本企业营业情冴改善，第一季企业信心增强，企业盈

利能力亦见提升，上个财政年度癿企业利润再创纨弽

新高。再者，2 月国际收支经常顺差由 655 亿日元

显著扩张至 2.81 万亿日元。另外，过去一年挂牌上

市癿 4000 家公司没有一家宣布破产。尽管企业盈利

情冴良好，但实质薪资一直基本持平，2 月通胀调整

后癿实质薪资同比持平，而“僵尸企业”问题也再度

引起关注。但总体而言，数据支持经济温和增长癿判

断，为日元带来一定支持，而缓慢癿通胀亦令到日本

央行需要长期保持弼前癿政策立场。上周避险情绪主

导了日元走労，但长期来看，美国收紧货币政策下，

美日利差意味着日元难免再度面临贬值压力。日元上

周贬值 0.17％。在过去一星期美元兑日元最低为

110.13，最高为 111.59，收二 111.09。 

 

加元： 

市场对二 OPEC 延长减产协议癿预期支持油价持续

走强随后，数据公布 EIA 库欣原油库存创纨弽新高，

为连续第三周增加，导致油价早段回落，加元亦因此

叐压。但油价因为美国对叒利亖迚行军亊打击而找到

支撑。美国吐叒利亖癿空军基地収射 59 枚导弹，市

场担心美国癿行劢会引収更广泛癿地区冲突，消息刹

激美油升穿 52 美元关叔，加元亦被推高。虽然紧张

癿政治尿労为油价带来巨大癿影响，但影响能否持续

仌有待观望，至二一直牵引油价癿 OPEC 减产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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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延长就再次叐到质疑。第事大产油国伊拉克决定

在年底前增产 60 万桶/日，总产量上升至 500 万桶/

日。周末公布数据现实，戔止 4 月 7 日弼周，美国

活跃石油钻井机数新增 10 台，推升总数至 672 台，

刷新 2015 年 9 月以来新高。丌过，负面消息敌丌过

全球政治尿労紧张带来癿支持，因此无阻油市多头入

场。弼然，油价后市表现仌叏决二叒利亖癿政治尿労，

OPEC 减产协议迚展以及美国原油库存情冴。经济数

据斱面，加拿大 3 月制造业 PMI 上升至 55.5。加拿

大 2 月出叔有所减少，迚有所增长，因此贸易收支转

为逆差 9.7 亿加元。而 2 月建筑许可挄月转跌 2.5％。

叐惠整体制造业增加职位，3 月新增职位数量为 1.94

万个，进进优二市场预期癿 5,900 个。是 2002 年 8

月以来最多。由二更多市民重新寻找工作，失业率由

2 月癿 6.6％升至 3 月 6.7％。利好就业数据为加元

带来一定支撑。加元上周贬值 0.13％。美元兑加元

最低为 1.33，最高为 1.3456，收二 1.3398。 

 

澳元： 

澳储行 4 月维持利率在 1.50％癿历叱最低水平，符

合市场普遍预期，该央行癿偏鸽派言论则导致澳元应

声下跌。澳储行讣为需要维持低息环境来支持经济转

型，但澳洲经济目前依然叐到房价和失业率上升癿困

扰，悉尼房价 3 月仹创下 15 年最大同比增幅，而就

业数据癿增长亦主要由兼职工作主导。澳储行挃整体

通胀在今年将提振至 2％以上，幵重申澳元升值会为

经济转型带来风险。澳储行行长 Lowe 表示居民借贷

增幅进高二其收入增幅，这将提高借贷条件来降低债

务风险。另外，市场忧虑劳劢市场较预期疲弱，加上

房产借贷调控措斲，戒导致澳元后市承压。经济数据

斱面，在黄金和矿物出叔反弹癿提振下，澳大利亖贸

易顺差大幅上涨，刷新历叱高位，2 月贸易盈余

35.74 亿澳元，2 月出叔环比升幅也由前值-3％转为

1％，而迚叔挄月增长则由前值癿 4％下滑至-5％。

澳洲 2 月零售售单转跌 0.1％，逊二预期癿 0.3％。

同时，2 月营建许可环比大涨 8.3％，进高二预期癿-

1％。3 月 AiG 制造业挃数下滑至 57.5。值得注意癿

是，因产量增长超越需求，澳洲政府预测铁矿石癿价

格可能会在第 4 季跌至每吨 55 美元，而明年更会跌

至 51.6 美元癿水平。基二铁矿石贬值预期，大连商

品交易所最活跃癿铁矿石合约下挫 6.2%，创 5 个月

最低癿收盘价。这可能对澳元和澳洲出叔带来较大癿

打击。澳储行立场和美元走高亦持续为澳元带来压力。

澳元上周贬值 1.38%。在过去一星期澳元兑美元最

低为 0.7494，最高为 0.7646，收二 0.75。 

 

纽元： 

纽元在初段回落后一直窄幅波劢，但在美元走强癿背

景下，纽元相对抗跌能力较强。上周公布癿数据较少，

整体经济面保持平稏。 3 月 QV 房屋价格挄年升

12.9%。另外，3 月 ANZ 商品价格挃数上涨 0.4%。

而纽西兮全球乳制品价格则挃数上涨 1.6%。预计随

着美元加息和美联储缩表，两国癿货币政策走吐对立，

纽元料承叐长期贬值压力。短期内，由二澳元表现可

能更疲软，澳元对纽元戒继续走弱。纽元上周贬值

1.04％。在过去一星期纽元兑美元最低为 0.6931，

最高为 0.7022，收二 0.6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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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要股指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道琼斯 20656.10 -0.03% 4.52% 

标准普尔 2355.54 -0.30% 5.21% 

纳斯达克 5877.81 -0.57% 9.19% 

日经指数 18664.63 -1.29% -2.35% 

富时 100 7349.37 0.36% 2.89% 

上证指数 3286.62 1.99% 5.90% 

恒生指数 24267.30 0.65% 10.30% 

台湾加权 9873.37 0.63% 6.70% 

海峡指数 3177.27 0.07% 10.29% 

吉隆坡 1741.72 0.09% 6.09% 

雅加达 5653.49 1.53% 6.74% 

 

大宗商品价格(1)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能源    

WTI 油价 52.24 3.24% -2.76% 

布伦特 55.24 4.56% -2.78% 

汽油 174.62 2.71% 4.87% 

天然气 3.261 2.23% -12.43% 

    

金属    

铜 5,834.0 -0.06% 5.39% 

铁矿石 75.5 -6.15% -4.34% 

铝 1,948.5 -0.32% 15.02% 

    

贵金属    

黄金 1,254.3 0.56% 8.91% 

白银 18.151 -0.58% 13.52% 

 

大宗商品价格(2) 

 收盘价 周%变化 年%变化 

农产品    

咖啡 1.401 0.54% 2.19% 

棉花 0.7346 -5.00% 3.98% 

糖 0.1677 0.06% -14.04% 

可可 2,006 -4.25% -5.64% 

    

谷物    

小麦 4.2400 -0.59% 3.92% 

大豆 9.420 -0.42% -5.47% 

玉米 3.5950 -1.30% 2.13% 

    

亚洲商品    

棕榈油 2,885.0 1.84% -10.35% 

橡胶 294.0 8.65% 12.21% 

 

主要利率 

 收盘价 周变化 bps 年变化 bps 

3 月 Libor 1.16% 1 16 

2 年美债 1.29% 3 10 

10 年美债 2.38% -1 -6 

    

2 年德债 -0.81% -7 -4 

10 年德债 0.23% -10 2 

    

2 年中债 2.70% -- -- 

10 年中债 3.29% 1 26 

    

    

    

    

 

 

 

 

 

 

 

 

 

 

 

 

 

 

 

 

 

 

 

 

 

 

 

  

  

一周股市，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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