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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 1 月非农数据好于预期  待观察 

美国劳工部 2 月 3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 22.7 万个，增幅远超预

期，为四个月来 大。但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 4.8%，薪资仅微升了 3 美分。 

2.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待观察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月1日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5％至0.75％的水平

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当天在结束本年度第一次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声明说，自

去年 12 月底以来，劳动力市场继续改善，经济继续保持温和增长，消费者和企业信心明显

改善，通胀也有所回升，但仍低于美联储 2％的目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仍比较疲软。 

3.欧元区经济表现亮眼 1 月综合 PMI 达 2011 年来 高  正面 

3 日公布的 PMI 数据表明，欧元区经济正在稳步增长。 

根据 IHS Markit，欧元区 1 月综合 PMI 终值 54.4，持平 12 月终值，为 2011 年以来

高水平；服务业 PMI 终值 53.7，好于 53.6 的预期和初值，持平 12 月终值。就分项而言，

因商品价格上涨、欧元疲软以及供应商价格上涨引发进口成本上扬，投入成本增速达 5 年半

以上 高水平；就业创造率为 2008 年 2 月以来 高；新业务增速为 14 个月以来 快。 

按国家来看，爱尔兰经济录得欧元区中 为强劲的扩张，1 月综合 PMI 终值高达 59.3，

为 10 个月以来 高点，德国、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增长则相对稳定。 

以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为例，其 1 月综合 PMI 和服务业 PMI 终值均为四个月以来

低，但仍然相对强劲，分别录得 54.8 和 53.4，且企业在未来 12 个月的前景升至一年来

高水平。 

作为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服务业则连续第七个月得到改善，1 月服务业 PMI 终值

54.1，达五年半新高，并提振当月综合 PMI 终值至 54.1，达到近 6 年来 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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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意味着，今年初经济正在稳健发展。同时，新业务的较快增长以及信心的回升

都预示着强劲的经济增速将在未来几个月中持续。 

通胀压力在上升，核心通胀也在需求更为强劲时攀升，欧洲央行的措辞可能很快变得更

为鹰派。不过，考虑到政治不确定性的加剧，前景将更模糊不清，至少到 2017 年底，政策

立场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实际变化。 

4.日本央行维持利率及购债规模不变  待观察 

1 月 31 日，日本央行公布 新利率决议，维持基准利率在-0.1%不变，维持 10 年期国

债收益率目标在 0%左右；维持日本国债持有量年增幅 80 万亿日元的规模；将继续维持 QQE

并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直到达成通胀目标；将三项小型贷款项目期限再延长一年。日本央行

表示，将继续扩大基础货币直至 CPI 超过或维持在 2%以上，将视经济、物价、金融状况对

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政策。 

5.日本六年来首现年度贸易顺差  待观察 

日本财务省 1 月 25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主要由于国际油价维持低位导致进口额大

幅下降，2016 年日本实现贸易顺差 40741 亿日元，自 2011 年以来首次实现年度贸易顺差。

其中，出口总额为 700392 亿日元，较上年减少 7.4%，为时隔四年再次出现出口额下降；由

于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价格走低以及日元对美元平均汇率升高等因素，2016 年日本进口总额

下滑至 659651 亿日元，比上一年下降 15.9%，为连续第二年下降。 

6.中美贸易摩擦进展  负面 

1 月 24 日，美国商务部就对华卡客车轮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其中，反倾

销税率为 9%和 22.57%，反补贴税率为 38.61%、52.04%和 65.46%。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

局局长王贺军就此表示，中方严重质疑美国商务部裁定高额反补贴税率的决定，其调查方法

违背客观事实，存在明显瑕疵。中国业界对美方做法及决定强烈不满。 

2 月 2 日，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带材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反倾销税率

为 63.86%-76.64%反补贴税率为 75.6%-190.71%。王贺军表示中方对美方连续对华钢铁产品

裁出高额税率表示失望，对美方不公平的调查方法表示质疑。 

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国商务部多次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恪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承诺，共同维护自由、开放、公正的国际贸易环境，以更加理性的方法妥善处理贸易摩擦。 

7.中欧贸易摩擦进展  负面 

1 月 24 日，欧委会发布对华铝轮毂反倾销措施日落复审调查终裁公告，决定将有关反

倾销措施实施期限延长 5 年，反倾销税率继续维持原来 22.3%的水平。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

调查局局长王贺军就此表示，中国销往欧洲市场的铝轮毂价格比在中国国内价格高，并不构

成倾销。欧洲铝轮毂产业已历经 6 年多的反倾销措施保护，继续采取销措施是对欧盟铝轮毂

产业的过度保护。欧盟继续采取措施不仅损害了中国厂商的利益，也损害了欧盟汽车产业和

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1 月 27 日，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管件产品做出反倾销调查终裁，并决定实施

为期 5 年的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税率为 30.7%-64.9%。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

军就此表示，中方对欧委会裁定高税率的方法和决定严重质疑，对欧盟在钢铁领域表现出的

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高度关注。欧委会继续使用不公平、不合理的“替代国”方法，裁出高额

税率，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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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阿里巴巴澳新总公司将助力澳新中小企业出口转型  正面 

2 月 4 日，阿里巴巴集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公司正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成立。集团董

事局主席马云表示，澳新总公司将助力澳新两国中小企业快速向农业和服务业出口转型，澳

新总公司将帮助更多中小企业走向世界，向全世界人民分享澳新高品质产品。马云 3 日在与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会面时讨论了电子商务对推动中澳两国商贸合作的看法。双方都认为

坚持发展全球化经济，对中澳两国经贸关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电子商务更有利于

青年商人的发展。 

9. IMF 下调南美经济增长预期，美国成拖累因素之一  负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公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整体下调了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预期，预测2017年地区经济增长将为1.2%，与 2016年 10月预测的1.6%

相比下调了 0.4 个百分点。报告提到，调低对拉美经济增长预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

是阿根廷、巴西等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均低于预期；二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即将出台的政策

将给墨西哥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三是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局势濒临崩盘。 

10.世行：今年大宗工业商品价格将上涨  待观察 

1 月 23 日，世界银行在《大宗商品市场前景》报告中称，由于供应紧张和需求走强，

预计 2017 年能源、金属等工业大宗商品价格将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报告认为，欧佩克成员

国及其他石油生产国预计将在一定程度上遵守限产协议，因而将今年原油价格预测维持在每

桶 55 美元，比 2016 年上涨 29%。在供应进一步收紧和需求旺盛的情况下，金属价格涨幅预

计将从 2016 年 10 月期报告预测的 4%上调至 11%。此外，农产品价格预计 2017 年整体上涨

幅度在 1%以下，油脂油料及原材料价格预计小幅上涨，由于供应改善预测谷物价格会下降

近 6%。随着基准利率上升和避险购买需求步伐放慢，贵金属价格预计下降 7%。世行专家指

出，2016 年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都已触底，2017 年会稳步回升。不过，政策变化也有可能

改变这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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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