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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随笔：美债，华融和中国货币政策 

本周有三个事件让笔者思考。第一就是虽然美国经济数据保持强劲，但是美

债收益率却出现大幅回落。4 月以来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回落将近 20 个基

点，扭转了 2 月以来的暴力上涨势头。只是此轮利率回落的背后逻辑并不清

晰。目前市场常见的说辞有头寸调整，之前做空美债的空头调仓导致美债收

益率回落。另一种说法是，由于近期美俄地缘政治冲突再次上升，市场避险

情绪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此外，日本政府在 4 月新财年开始之后，增加了

对美债的头寸，似乎有些在领导人会面之前投名状的感觉。不过不管何种原

因，美债收益率在美国经济数据持续走强中回落是让人意外的，这也导致了

近期美元的回调。接下来需要关注这波回调背后的原因是否持续。 

 

回到中国方面，近期货币政策调整似乎有松动迹象。本周初央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孙国峰司长对四月流动性呵护的论调为市场带来了一缕阳光。3 月以

来由于担心央行提前退出宽松政策，金融市场波动性显著加剧，并带动一定

程度的资本外流。3 月出现了外资两年多首次减持中国国债的现象。这也对

人民币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不过本周以来央行的论调似乎有所松动。而今天

早上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也显示央行短期内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中国一

季度经济 18.3%的同比增幅看起来抢眼，但是如果从两年平均的角度来看，

一季度两年平均增幅仅5%。这个数据是低于中国十三五和十四五交接时期中

国的潜在增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中国一季度数据并没有表面看

起来的那么好。因此，一季度的数据也让笔者相信，中国经济暂时没有过热

之忧，短期内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这或许将为人民币移除一

个风险。 

 

不过近期华融的问题持续发酵，虽然对人民币没有直接冲击，但是需要关注

其溢出效应可能对人民币带来的影响。笔者对于华融问题没有过多的猜测。

不过，过去一周笔者确实第一时间感受了境外很多投资者的心态变化，从刚

开始的盲目乐观到现在的恐慌。此轮外资对华融的初始乐观源于央企信仰，

但是不料华融债券价格直线下降，这导致原先抱有央企信用的境外投资者陷

入恐慌。由于华融事件未完待续，后续发展值得关注。笔者担心的是，这事

一拖再拖，导致境外的央企信仰被耗尽。并连累其他中资企业。一旦中资企

业在离岸美元市场融资能力被大幅消弱，那这些企业可能需要购汇来偿还未

来一段时间即将到期的债务。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人民币带来额外的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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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市场 本周回顾 
利率分歧和经济分歧继续主导汇市的变动。早前，美国在利率和经济方面的相对优势，支持美元指数大幅上升。本周，这两

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减弱，导致美元指数跌穿 92 的水平至四周新低。一方面，本周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上升至 1.7%后，

急速回落，并一度触及 1.52%左右的逾一个月低位，从而令美元承压，尤其是对那些早前倍受息差因素拖累的日元和欧元。

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下滑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上周笔者已提过市场对美国通胀的预期已出现见顶的迹象。美国 3 月 PPI

录得 9 年半以来最大按年升幅 4.2%，同月 CPI 和核心 CPI 分别按年增长 2.6%和 1.6%，均超乎预期。另外，3 月纽约联储 3

月消费者预期调查报告显示未来一年和三年的通胀预期中值分别上升至 3.2%和 3.1%，创 2014 年中以来新高。然而，这些

似乎都在预料之中（反映低基数效应、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以及经济刺激和疫苗推广对休闲和运输价格带来支持），即通胀

情况并不如一些市场参与者预期般来势汹汹，因此未能为美国长债收益率带来支持。第二，本周拍卖的 3 年和 10 年期美债

需求不过不失，同时 30 年期美债拍卖反应热烈。这减轻市场对美国财政部增加美债供应对美债收益率带来上行压力的担忧。

第三，周初避险情绪一度因美国暂停使用强生新冠疫苗而升温。第四，周四美国公布一系列强劲经济数据后，美债收益率仍

进一步下跌，则可能是早前美债沽盘平仓所致。另一方面，由于欧洲多国加快疫苗接种进度，市场对欧美经济分歧收窄的憧

憬，带动欧元反弹，这亦增添美元的下行压力。 

然而，笔者认为此轮美元指数能否进一步下滑，还需走一步看一步，因为美元走弱的前提应该是全球同步复苏。经济复苏方

面，尽管欧洲疫苗接种进度有所提高，惟目前多国仍面对第三波疫情并处于封锁状态。4 月欧元区和德国 ZEW 预期指标明显

下挫，反映防疫措施收紧对投资者信心带来的冲击。如今，全球更面临疫苗供应的问题。相反，本周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包

括 3 月 CPI 和零售销售等大致超乎预期。因此，现在判断欧美经济分歧收窄，仍言之过早，更遑论全球同步复苏。另一方

面，在美国经济明显复苏、通胀压力高涨，以及美债新供应陆续有来的情况下，债息下行空间有限。这亦将减轻美元的沽

压。短期内，关注美元指数能否守住 55 天移动平均线 91.52。 

 

本周市場焦點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携手美元指数从高位回落。随着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有所整固，美元指数未必持续下跌 

  

数据来源：彭博，华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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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策略 

总结：鉴于 3 月 11 日执行的“沽欧元/买离岸人民币”短线策略触及止损价 7.8262，我们决定止损离场。 

 

No. 建议执行日期 建议策略 建议 

买入价 

建议 

目标价 

建议 

止损价 

汇市分析 回报表现 

(%) 

短线策略 

 

长线策略 

1 2021 年 3 月

11 日 

沽欧元/买加

元 

1.5043 1.4513 1.5306 与欧洲央行相比，加拿大央行更

接近于减小货币刺激力度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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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美元指数跌穿 92 的关口至近一个月，主要是因为利率和经济预期分歧有所收窄。利率方面，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从

高位回落，从而削弱美元利率优势。尽管美国通胀数据表现强劲，包括美国 3 月 PPI 录得九年半以来最大按年升幅

4.2%，以及 3 月 CPI 和核心 CPI 分别按年增长 2.6%和 1.6%，然而，这些似乎都在预料之中（反映低基数效应、

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以及经济刺激和疫苗推广对酒店和运输价格带来支持），即通胀情况并不如一些市场参与者预

期般来势汹汹，因此未能为美国长债收益率带来支持。反而，本周 3 和 10 年期美债拍卖结果不过不失，以及 30 年

期美债拍卖反应意外热烈，令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急跌。另外，关于强生和阿斯利康疫苗的担忧，亦一度推升避险

情绪。再者，早前美债沽盘可能被迫平仓。经济方面，由于欧洲多国加快疫苗接种进度，市场对欧美经济分歧收窄

的憧憬，带动欧元反弹，这亦增添美元的下行压力。然而，笔者认为此轮美元指数能否进一步下滑，还需走一步看

一步，因为美元走弱的前提应该是全球同步复苏。目前看来，美国经济依然一枝独秀。当欧洲仍处于封锁状态时，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日两度提及美国经济似乎进入拐点。美联储官员更暗示美国疫苗接种率达到 75%时，可能开始

讨论缩减买债规模。另一方面，在美国经济明显复苏、通胀压力高涨，以及美债新供应陆续有来的情况下，债息下

行空间有限。这亦将减轻美元的沽压。短期内，关注美元指数能否守住 55 天移动平均线 91.52。 

欧元 

本周欧元兑美元飙升至一个月高位，惟未能突破 1.20 的阻力。一方面，美元和美债收益率走低。另一方面，由于

欧洲一些国家加快疫苗接种进度，市场期待欧元区经济复苏。该区域 2 月零售销售按月增长 3.0％（部分原因是一

些地区放宽封锁措施）。不过，欧元区和德国的 4 月 ZEW 预期指标均明显下挫，反映防疫措施收紧对投资者信心

带来的冲击。由此可见，在多国仍处于封锁状态的情况下，加上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的供应问题，欧洲经济离复苏

还有一段距离。周三，欧央行行长拉加德亦表示欧元区经济仍然需要货币及财政刺激支撑。财政刺激方面，欧盟执

委会计划于未来 5 年每年发债约 1500 亿欧元，为复苏基金融资。货币政策方面，近期数据显示欧洲央行正在加快

PEPP 买债规模。短期内，除非出现新的催化剂（例如欧元区疫情明显受控、疫苗接种进度明显加快，以及欧洲央

行鸽派倾向减弱），否则我们认为欧元进一步上行空间有限，兑美元可能继续在 1.2000 水平遇阻。 

英镑 

英镑走势波动，上升动能不足。起初，阿斯利康疫苗的问题令英国疫苗推广放缓，市场担忧英国政府未能如期解除

封锁。这加上获利回吐，令英镑受压。另外，英国央行偏鹰派的首席经济学家卸任，亦削弱市场对该央行收紧货币

政策的预期，从而导致英镑在周中一度急跌。不过，随着英国公布优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加上美元全面回落，英镑

兑美元显著反弹。具体而言，尽管英国 2 月依然处于封锁状态，惟当月 GDP 按月增长 0.4%，2 月工业生产和制造

业生产分别按月反弹 1%和 1.3%。这暗示英国 3 月开始逐步解除封锁后，经济可能进一步复苏。然而，政治风险

（北爱尔兰动荡及苏格兰 5 月 6 日选举），仍限制了英镑的升幅。短期内，英镑/美元可能维持区间波动走势。 

日元 

日元对美元明显反弹，并收复 109 的关键水平，主因是早前打击日元的息差因素有所减退（美债收益率从高位回

落）。另外，消息指日本出口商在美元/日元突破 110 后逐步结汇（卖美元买日元）。再者，日本政府寻求在东京

附近地区重启防疫措施。以上两项因素亦支持日元反弹。至于央行方面，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认为日元最好能在

一定范围的均衡数值当中波动，并重申通胀率上涨缓慢，因此有必要维持货币宽松。展望未来，息差因素仍将主导

日元的后市走向。除非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下滑，否则日元上升的空间可能有限。 

加元 

美元/加元一度跌穿 1.25，背后的支持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美元和美债收益率下跌。第二，近期加拿大经济数

据表现强劲（3 月就业人数净增长 30.31 万人，同时失业率下降至 7.5%，超于预期；加拿大央行报告显示今年初商

业信心指数上升至接近纪录高位；3 月房屋销售继续大幅增长），推升市场对加拿大央行早于其他主要央行缩减买

债规模的预期。第三，油价上升至一个月高位。具体而言，OPEC 和 IEA 相继上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另

外，API 和 EIA 报告均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下跌，后者更显示原油库存超预期锐减近 600 万桶至 2 月以来低位，

反映美国油需逐步改善。不过，油价未能进一步向上突破，以及加拿大疫情严峻，令加元回吐部分升幅。下周关注

加拿大央行会议，若该央行未能如预期般释放偏鹰派讯号，加元或进一步回软，惟对美元可能在 1.2600 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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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元 

伴随着 10 年期美债收益率和美元下跌，加上近日美股反复创新高，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澳元/美元重返 0.7700

上方。内部因素方面，澳洲经济数据表现良好，亦利好澳元。具体而言，澳洲 3 月 NAB 商业信心指数上升至历史

新高的 25，同时 4 月 Westpac 消费者信心指数按月大幅上升 6.2%至 2010 年以来新高。澳洲 3 月失业率意外下降

至 5.6%，同时就业人数净增长 7.07 万人，远超预期的 3.5 万人。不过，由于目前就业状况仍未回到疫情爆发之前

的水平，澳储行可能维持鸽派立场。短期内，澳元的升幅料有限。 

纽元 

本周纽储行会议过后，纽元兑美元大幅上升，表现优于其他 G7 货币。具体而言，纽储行维持利率于 0.25% 不变，

并维持 1000 亿纽元的资产购买计划规模，符合预期。另外，纽储行强调将维持现时政策直到有信心将通胀维持在

2%的目标区间中值，同时就业人数达到或超过最大可持续水平。再者，该央行表示有需要时将降低官方现金利

率。由于纽储行没有释放额外的鸽派讯号，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全面回落，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升，驱使投资者平仓

纽元沽盘，从而支持纽元急升。短期内，留意纽元/美元会否于 0.7180 遇阻。 

人民币 

人民币走势与上周相若，即对美元上升，但对一篮子货币走弱，这可能是因为市场担忧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将

失去利率和经济方面的相对优势。近期资金流入境内债市的步伐放缓、中国境内股市承压，以及华融事件的不确定

性，亦可能限制了人民币的升幅。短期内，由于美元未必持续下跌，美元/人民币料继续在 6.50-6.60 区间内波动。

货币政策方面，本周中国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均录得双位数升幅，主要源于低基数效应。随着基数效应减退，不

排除各项经济和信贷数据增速正常化的可能。另外，首季信贷增长较强，亦可能暗示未来数季增长可能明显缩小，

以确保全年增长与去年相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持不如去年，以及经济复苏步伐不均衡的情况下，短期

内宏观政策急转弯的机会不大。鉴于 4 月大规模的缴税以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提速，本周中国央行展开 1500 亿元

MLF 操作，以对冲稍多于 1500 亿元的 MLF 和 TMLF 到期量。这亦证实中国央行维持货币政策精准灵活的立场。 

港元 

美元/港元明显回落，并重返 7.77 下方。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美元因素。撇除美元因素，我们认为目前利淡港元的

原因尚未出现转变。例如，近日南向资金净流入小于北向资金净流入。另外，携程公开招股反应冷淡。在股票相关

的港元需求偏弱，同时港元贷款需求低迷，以及缺乏季节性因素的情况下，港元拆息逐步下滑，其中 1 个月和 3 个

月港元拆息分别跌至 0.1%和 0.2%。同样地，美元/港元远期点子全面交易于贴水水平。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弱

美元并不足以支持港汇重返强方兑换保证水平。1 个月和 3 个月港元拆息可能继续在目前低位整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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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方力量有所整固 

图 1：美元指数-日线图：美元指数在

91.40/50 或 50 天移动平均线（红）找到

支持后，空方力量没有进一步增强。短期

内，关注美元指数能否继续守住上述支持

位。 

图 2：欧元/美元–日线图：欧元/美元相继升

穿 200 天移动平均线（绿）和 50 天移动平

均线（红）。虽然多方力量强劲，但考虑到

基本面因素，我们对该货币对子的后市表现

维持中性的看法，欧元/美元或于 1.2000 关

口遇阻。由于欧元/美元出现超买迹象，短

期内跌回 1.1900 的风险不可忽视。 

图 3：英镑/美元指数-日线图：英镑/美元

再次于 1.3670 左右找到支持后反弹。不

过，能量柱在零轴附近，意味着暂时走势

仍欠清晰方向。短期内，我们预计英镑/美

元可能在 1.3700 至 1.3900 区间波动。 

图 4：美元/日元–日线图：由于美元兑日元跌

穿了 109 水平，下行压力有所增加（先行带呈

现 向 下 的 趋 势 ) ， 短 期 支 持 位 将 会 是

108.30/40，上方阻力位则为 109.00。 

基准线（黄） 

转换线（粉） 

能量柱在零轴附近 

多方力量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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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美元/加元-日线图：伴随着美元走弱，

美元/加元在调整过后，重返下行走势。不

过，目前，能量柱处于零轴附近，加元对美元

要进一步上升，可能需要额外的刺激因素，例

如下周加央行释放偏鹰派讯号。否则，加元可

能回落，对美元则可能在 1.2600/30 找到支

持。 

图 6：澳元/美元-日线图：澳元/美元突破 50

天移动平均线（红）0.7722 水平。虽然能量柱

位于多方，但在风险环境未完全改善的情况

下，难言澳元/美元重返上升轨道。短期内，

支持位为 0.7700，阻力位为 0.7770。 

图 7：纽元/美元-日线图：纽元/美元反弹，并

相继突破 100 天移动平均线（黑）0.7151 和

50 天移动平均线（红）0.7157 水平。尽管多

方力量增强，惟纽元升势较急，关注纽元/美

元会否在 0.7180 遇阻。 

能量柱处于零轴附近 

多方力量增强 

 
  

能量柱位于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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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主要经济体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回落 图 2：全球负利率债券存量保持不变 

  
 

图 3：三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继续扩大，日本央行的跌

幅主要源于估值效应 

图 4：主要经济体制造业 PMI 上升 

  
 

图 5：商品价格整体重现升势 图 6：铜/金比率维持在近期高位 

  

数据来源：彭博，华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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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美国长短国债息差收窄 图 8：美国短期和长期通胀预期出现见顶的迹象 

  

图 9：中美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收窄情况或持续 图 10：美日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差距轻微收窄 

  

图 11：美国实际收益率回落 图 12：美国股市风险溢价上升 

  
 

数据来源：彭博，华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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