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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 2016 年 12 月新增非农人数不及预期年内 待观察
2017 年 1 月 6 日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去年 12 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 15.6 万人，低于
市场预期；12 月失业率为 4.7%，比 11 月的 4.6%略有上升。12 月小时工资同比增长 2.9%，
创 2009 年来新高。
2.福特汽车受特朗普批评，宣布取消墨西哥建厂计划

待观察

受到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批评，美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商福特汽车 1 月 3 日宣布，将取
消在墨西哥建立新厂的计划，同时决定在密歇根增加 700 个工作岗位。同时，特朗普还将炮
口转向通用汽车，威胁将对在墨西哥生产的进口紧凑型轿车征收重税。
3.特朗普提名“贸易鹰派”为美国贸易代表 负面
1 月 2 日，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一
直是强硬贸易路线的倡议者。他曾在罗纳德•里根政府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并曾长期以世
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身份，为美国钢铁产业代言。他在里根政府任职期间，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以和日本间的贸易战而闻名。最近几年，莱特希泽不断呼吁一直支持贸易的共和党支
持保护主义。此次任命被外界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准备将选战期间提倡的激进贸易政策付诸实
施的又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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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朗普扬言征重税，丰田不改原计划

待观察

1 月 5 日，
就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要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改变在墨西哥新建工厂的计划，
丰田方面回应说，新建工厂并不会减少丰田在美国的汽车生产以及就业机会。这表明丰田暂
不改变原计划的态度。本田、马自达等在墨西哥开展业务的日本主要车企也表示，现阶段不
会改变在墨生产汽车的计划，将在继续开展业务的同时，关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动向。
5.欧元区零售额年增长率超预期

待观察

欧洲消费者 2016 年底始终保持荷包敞开，随着 10 月份零售额数据上修，11 月零售额
增长也超出预期。12 月销售额年增长 2.3%，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计的 1.9%。
经季节性调整后，12 月欧元区零售额下降了 0.4%，与预期相一致。下降主要是由于 10
月份数据上修导致基准高于预期。德国零售额出现最大月度降幅，下降 1.8%，但其年增长
率高于预期。
6.欧元区经济信心升至 2011 年来高点

待观察

欧元区企业和消费者已摆脱对 2017 年的动荡预期，表现出自 2011 年以来最高水平的经
济信心。
欧盟委员会对欧元区经济信心的调查显示，12 月上升 1.2 个点至 107.8，主要受到法国、
荷兰和德国的提升。这与欧洲央行决定延长量化宽松政策至至少 2017 年底发生在同一个月。
非欧元区的企业和家庭 12 月表现也很出色，瑞典经济信心上升 3.7 个点，波兰上升 1.7 个
点，英国上升 1.3 个点——再次表明英国经济几乎未受到 6 月脱欧公投的负面影响。
2017 年欧元区几大重要经济体均将迎来政治上的测验。奥地利、荷兰和法国均将在今
年上半年迎来大选，随后德国大选将在秋季到来。尽管标题数据健康向上，但意大利经济信
心表现平平，西班牙也降了 2.2 个点。调查发现，随着失业率稳步下降，家庭消费支出不断
增加，这正在促进整个欧元区的温和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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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专家认为中国“操纵汇率”指控不成立 正面
1 月 5 日，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兼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表
示，中国过去两年并未“操纵汇率”
，对中国“操纵汇率”的相关指控不成立，缺乏论据支
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显示，中国过去两年并未“操纵汇率”。美国财政部去年 10
月公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也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并未操纵
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
伯格斯滕表示，即便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也不会带来任何实际后果，更多是政治
象征意义，因为美国法律只授权美国政府在认定“汇率操纵国”后启动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而且美国国内法律并未授权美国政府在认定“汇率操纵国”后征收惩罚性关税，这也可能违
反美国在世贸组织中应遵守的国际义务。
8.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第三次降税

正面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中澳自贸协定已进行第三次降税。出口方面，降税后澳大利亚
零关税税目比例达到 98.5%，纺织品和服装、汽车零部件、部分钢材及钢铁制品、家电产品
等中国出口优势产品将享受更加优惠的关税。进口方面，牛羊肉、海鲜、乳制品、坚果、水
果、葡萄酒等部分自澳进口产品的关税将进一步降低，消费者将进一步受益。一年来，中澳
自贸协定实施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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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6 年中国遭遇 119 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 负面
1 月 5 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6 年，中国共遭
遇来自 27 个国家（地区）发起的 119 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 91 起，反补贴 19
起，保障措施 9 起；涉案金额 143.4 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分别上升 36.8%、76%。
几近半数的贸易救济案件针对中国钢铁产品，21 个国家（地区）发起立案调查 49 起，涉案
金额 78.95 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上升 32.4%、63.1%。其他贸易摩擦较多的产
品主要集中在化工和轻工领域。
整体来看，2016 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呈现三个特点：一是中国遭遇贸易救济案件数
量达到历史高点。二是光伏等重点产业、瓷砖、轮胎产品遭到多国设限。三是贸易摩擦政治
化、措施极端化倾向明显，终裁税率普遍较高。
10.俄罗斯否认干涉美国总统选举 待观察
6 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俄罗斯政府通过网络袭击等方式
干涉 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但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选举结果未受影响。俄罗斯也
对美方的相关指控予以坚决否认。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称,俄罗斯黑客大规模袭击了美国政府机构、重要基础
设施以及一些企业。尽管没有直接干预选举投票过程,但俄罗斯政府高层直接参与了攻击和
泄露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文件的活动,以此影响 2016 年的美国大选。俄罗斯坚决否认美方
的相关指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根据。
11.南非受干旱影响，经济增长受阻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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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自 2015 年下半年遭遇严重干旱以来，该国经济尤其是工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
有专家指出，旱灾对南非经济的影响至少还需要 2 至 3 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虽然今年南非降
水情况稍有好转，但持续旱灾导致的农业大幅减产，是造成南非今年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之
一。以谷物为例，2016 年其产量仅为 920 万吨，与往年平均水平的 1650 万吨相距甚远，国
内食品价格随之增长。
12.IIF：2016 年全球债务对 GDP 之比超过 325% 待观察
1 月 3 日，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报告称，2016 年全球债务占 GDP 比重达到 325%以
上，主要是由于政府债务的大幅增长。报告称，去年前三季，全球债务规模增加 11 万亿美
元以上，达到 217 万亿美元。新增债务中有将近一半是政府债务。去年全球新发行的政府债
券和银团贷款总额达到 8555 亿美元，是 2015 年的近三倍，其中 7.10 亿美元来自中国。
13.一周人民币走势
在过去一周时间里，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收盘价维持在 6.8817-6.9557，总体保持升值趋势。
CNH 与 CNY 交错发展，CNY 开盘价与中间价交错发展。
CNH
CNY中间价
CNY开盘价
CNY收盘价
2017-01-03
6.9498
6.9540
6.9557
6.9699
2017-01-04
6.9526
6.9565
6.9485
6.9495
2017-01-05
6.9307
6.9280
6.8817
6.8900
2017-01-06
6.8668
6.8789
6.9230
6.823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信息来源：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路透社、道琼斯通讯社、华尔街见闻、新华社、
中国证券报、经济观察报、商务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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