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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逻辑 

⚫ 26 日当周，随着部分感染达峰城市经济活动回暖，市场风险情绪

改善，股市回升长债承压，短债因央行加大流动性投放上涨。基

本面上，12 月经济延续探底，经济总量修复仍存在压力，四季度

央行例会延续宽松基调，经济回暖前预计货币环境将维持宽松支

持经济修复，股债市场仍有上涨支撑。预计随着疫情对市场影响

渐趋理性，股市修复行情有望延续，但成交萎缩制约向上高度，

可暂持上周回补部分头寸，等待 3100 上方高抛机会。由于央行

加大年末流动性投放，年初公开市场到期压力较大，短期国债利

率存在反弹风险，周内关注国债利率反弹后的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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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类资产表现比较 

随着第一波新冠感染人群逐步康复，市场情绪有所回暖。2022 年最后一个交易

周，国内宏观大类资产多数反弹，其中涨幅最大的为南华商品综合指数+3.04%，其次

为中证 500 指数，涨幅为 1.75%。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行，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

环比升值 0.23%。 

26 日当周，欧美主要经济体恰逢圣诞假期，金融市场整体交投清淡，波幅有限。

继日本调高国债收益率控制曲线后，美债收益率延续上涨。股指窄幅收跌。美国经济

数据降温，投资者担忧经济前景令美元指数承压，周度下跌 0.8%，非美货币随之走

升，其中日元兑美元升值幅度最高为 1.28%。 

图 1.1：国内宏观大类资产周度表现 

 

资料来源：iFinD，博易大师，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1.2：海外宏观大类资产周度表现 

 

资料来源：iFinD，博易大师，一德宏观战略部 

2. 经济环境分析： 

2.1 经济延续探底 利润结构改善 

12 月，受国内疫情的持续影响，经济景气延续回落，制造业、非制造业 PMI 环

比分别回落 1 个百分点、5.1 个百分点至 47%、41.6%，经济收缩程度进一步加大。分

项指标中，由于疫情对企业产需、人员到岗、物流配送造成较大影响，制造业产需降

幅进一步加大，生产、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下降 3.2 个百分点、2.5 个百分点至 44.6%

和 43.9%，生产端下降幅度更加明显，同时，从业人员指数环比下降 2.6 个百分点至

44.8%，显著低于 4 月年初疫情高峰时期，体现了疫情政策放松后，国内感染率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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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员工到岗率明显不足，对生产冲击相对较大。需求端，在国内订单下降的同时，

新出口订单进一步回落至 44.2%，为第二个月环比回落，除疫情对生产的冲击外，考

虑到韩国前 20 日出口同比下降 8.8%，外需走弱仍是我国出口的重要压力。制造业

PMI 生产指数 12 月普遍回升，但行业分化明显，其中农副食品加工、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等行业两个价格指数均低于 45.0%，企业原材料采购及产品销售价格均较

上月有所下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行业两个价格

指数均位于 55.0%以上高位，价格上涨明显，体现出在经济供求降幅扩大的背景下，

基建、地产稳增长政策对经济支撑力度较大，相关行业需求韧性较强，企业对未来价

格预期较为乐观。非制造业中，12 月，建筑业 PMI 环比下降 1 个百分点至 54.4%，仍

维持较快扩张，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7.1%，连续 11 个月位于较

高景气区间，佐证了在推动重大项目建设等各项政策措施带动下，土木工程建筑业企

业保持较快施工进度。服务业 PMI 商务活动指数下降 5.7 个百分点至 39.4%，其中航

空运输业商务活动指数随着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十条措施等政策落地生

效及春节临近升至 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

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继续位于景气区间，

业务总量稳定增长，同时，零售、道路运输、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接触性聚集性

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低于 35.0%，行业业务总量明显回落，体现了疫情是服务业景气

走弱的主要拖累，随着国内感染率逐步实现达峰，预计经济二次探底后将逐步启动修

复进程。 

图 2.1：制造业 PMI构成指数历史对比（%）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2：非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iFinD, 一德宏观战略部 

11 月，国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 3.6%，降幅较 1-10 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当月同比下降 8.5%，较 10 月收窄 2.1 个百分点。从影响利润的三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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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11 月，生产放缓与价格回落是利润增长的主要压力，1-11 月，工业企业营收利

润率为 6.23%，大体持稳于前 10 个月的 6.24%。行业结构上看，上游采矿业利润维持

51.4%的较高增长，但涨幅较前 10 月收窄 9 个百分点，延续了 3 月以来的回落，呈现

高位放缓的趋势，制造业总体利润维持 13.4%的负增长，但中下游行业利润占比均有

所上升，中游行业利润占比 8 月以来持续改善，在原材料价格回落及中游行业需求稳

定增长的拉动下，行业利润进一步向中下游转移。 

图 2.3：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4：制造业行业利润占比（%）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2022 年最后一周，全国 247 家钢厂高炉开工率环比小幅回落 0.72 个百分点至

75.21%，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钢材库存延续普涨，社会库存周涨幅明显加大，厂库

库存涨幅收窄，生产回落的背景下，钢材库存延续上涨表明下游需求仍弱，下游采购

谨慎，冬储力度较弱。 

终端需求方面，26 日当周，国内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环比低位显著反弹，当

周日均成交量升创下半年以来新高，12 月，国内商品房成交延续回暖，当月日均值

环比增长 11.2%，但同比下降 26.8%，降幅较 10 月有所收窄。12 月第四周，国内乘

用车批发、零售量表现延续分化，其中日均批发量同比下降 20%，连续第三周回落；

零售量同比增长 13%，连续第二周上涨。据乘联会预估，12 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同

比增长 4.5%，今年全年乘用车零售销量将达 2056.7万辆，相比去年微增 2%。 

26 日当周，100 城市拥堵延时指数环比延续回升，但仍为疫情以来较低水平，且

低于 2020 年以来元旦假期前一周及假期当天水平，百度迁徙规模指数 12 月以来持续

回升，至 12 月末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12 月第四周，国内电影票房收入环比小

幅回落，截至 12 月 29 日，国内电影票房收入接近去年同期，但仍显著低于疫情前的

水平。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 年元旦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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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1.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0.44%，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 年元旦节假日同期的

42.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65.17 亿元，同比增长 4.0%，恢复至 2019 年元旦节假日

同期的 35.1%。全国文化和旅游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图 2.5：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万平方米，套）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6：乘用车销量（辆）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7：100城市拥堵延时指数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8：百度迁徙规模指数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9：全国电影票房收入（万元）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10：全国电影票房收入季节性对比（万元）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2.2 猪价跌势不改 商品全面反弹 

26 日当周，国内猪肉周均价格环比下降 8.2%，为连续第九周环比回落，降幅较

前一周进一步扩大，蔬菜、水果价格环比延续第二周上涨，日均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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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4.19%，水果价格周涨幅显著加大。12 月，国内猪肉价格同比涨幅由 11 月的

41%进一步回落至 22%，创下半年以来新低，蔬菜价格同比降幅由 25%收窄至 10%，水

果价格同比上涨 11.85%，较 11月微升 0.26个百分点。 

26 日当周，受美元指数回落及市场需求预期改善的影响，南华商品指数全面反

弹，工业品、农产品指数双双收涨，农产品涨幅居首，工业品中，金属价格涨幅较大，

贵金属指数涨幅较小。12 月，南华商品指数延续反弹，涨幅较 11 月的 6.59%收窄至

4.57%，但仍为二季度以来较高涨幅，主要商品指数中，金属指数继续领涨，能化、

农产品指数涨幅较小。 

图 2.11：国内猪肉、果蔬月均批发价同比（%）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12：南华商品指数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2.3 流动性投放显著放量 短期利率再创新低 

26 日当周，央行进行了 10140 亿元逆回购投放，当周有 390 亿元逆回购到期，

当周净投放 9750 亿元，单周投放量创 2020 年 2 月以来最高。银行市场市场利率表现

分化，DR001 周均值环比回落 4BP 至 0.85%，周内再度创下 0.42%的历史新低，DR007

周均值大幅上升 51BP 至 2.16%。 

图 2.13：央行公开市场净投放（亿元）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14：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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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能源反制推升通胀预期  联储与市场预期差弥合 

26 日当周，受俄开启对西方能源反制消息影响，通胀预期再度止跌回升。受此影

响，美联储加息预期出现前移，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终值利率再度回到 5.00-5.25%

水平，除去市场预期较为充分的 2、3 月份各加息 25 基点外，6 月份加息 25 基点的

押注开始占优。 

在市场与联储加息预期差弥合的情况下，市场需要等待更多的增量信息。目前来

看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即将公布的 12 月 FOMC 会议纪要。由于作为承前启后的会议，12

月会议确立的基调历来被视为来年货币政策的方向所在。 

图 2.15：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的 2月加息预期 

 
资料来源：CME，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2.16：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利率终点概率（%） 

 
资料来源：CME，一德宏观战略部 

2.5 精准发力 提质增量 

（1）政策回顾 

12 月 29 日，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2023 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财政经济工作意义重大。会议强调，2023 年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更直接更有效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重点要把握 5 个

方面：一是完善税费支持政策，着力纾解企业困难。二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组

合财政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为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

务提供财力保障。三是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坚持有保有压，积极支持科技攻关、乡村

振兴、区域重大战略、教育、基本民生、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

不断提高支出效率。四是均衡区域间财力水平，持续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五是

严肃财经纪律，切实防范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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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要求，2023 年，要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

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一是增强财政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优化完善助企纾困政策，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二是发挥

财政稳投资促消费作用，强化政府投资对全社会投资的引导带动，促进恢复和扩大消

费，加力稳定外贸外资，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三是提升科技投入效能，强化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支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四是切实兜牢民生底线，支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决兜住基层“三保”底线。五是

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继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加强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公司治理，积极配合防范化解重要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六是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优化预算管理制度，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强

化国有资产和资本管理，加强会计管理工作，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现代化水平。七是大

力加强财会监督。八是深化对外财经交流合作。 

12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 2022 年第四季度例会。会议认

为“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

大”，相较于三季度例会，会议删除了“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新增政策要“精准有力”、“增强信心”、“着力支持扩大内需”、“保持信贷总量

有效增长”的要求。总体要求方面，会议删除了三季度“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提法，最新提

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大力

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充分

发挥货币信贷政策效能”、“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房地产政策上，四季度例会在

“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新增了“满足行业合理融

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改善优质头部房企资产负债状况”，特别提出“做好新

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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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央行 2022年第三、四季度例会主要政策对比 

 

资料来源：央行网站，一德宏观战略部 

（2）政策简评 

全国财政工作及央行四季度例会延续了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23 年财

政货币政策更加强调精准有力，财政政策在收支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更加强调加力提

效，发力方面，预计 2023 年财政政策在扩大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同时，将通过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加大重点领域的支出，此外，预计 2023 年新增专项债规模将进一步

扩大，货币政策新增强调保持信贷总量有效增长；精准提效上，2023 年政策更加强

2022年第四季度 2022年三季度

经济金融形势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通胀高位运行，地缘政治冲突持

续，外部环境动荡不安，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通胀高位运行，地缘政治冲突持

续，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总体延续恢复发展

态势，但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货币政策

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

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要精准有力，发挥好货币政

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增强信心，攻坚克难，着

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着力支持扩大内需，着力为实体

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

持信贷总量有效增长，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

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点发力支持和带动基础设

施建设。

在国内粮食稳产增产、能源市场平稳运行的有利条件下，

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要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

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

和结构双重功能，主动应对，攻坚克难，为实体经济提供

更有力支持，着力稳就业和稳物价，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

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

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点发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

在国内粮食稳产增产、能源市场平稳运行的有利条件下，

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信贷政策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继续做好“加法”，强化对重点领

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行业的支持，落实好支持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设备更

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

工具，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

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支持银行补充资本，共同维

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优化大宗消费品和社会服务领域消费金融服务，继续加大

对企业稳岗扩岗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继续做好“加法”，强化对重点领

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行业的支持，支持金融机构发

放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落实好支持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专项再贷

款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综合施策

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

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支持银行补充资本，共同维

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优化大宗消费品和社会服务领域消费金融服务，继续加大

对企业稳岗扩岗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利率

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优化央行政策利率体

系，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重要作用，发挥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和指导作用，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

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

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优化央行政策利率体

系，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重要作用，发挥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和指导作用，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

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

汇率
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引导企业和

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优化预期管理，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引导企业和

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加强预期管理，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金融体制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

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支持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

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以促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

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着力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

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房地产

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

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改善优质头部房企资产

负债状况，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新

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金融服务，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

益，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推动“保交楼”专项借款加快落地使用并视需要适当

加大力度，引导商业银行提供配套融资支持，维护住房消

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
引导平台企业金融业务规范健康发展，提升平台企业金融

活动常态化监管水平。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

监管

对外开放
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

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

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总体要求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宏观政

策调控力度，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部门间

政策协调，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充分发

挥货币信贷政策效能，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

衡，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防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

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落实好稳经济一揽子政

策和接续政策，加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把握好内部

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防风

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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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提振市场信心，重点在扩内需同时促发展，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扩大消费、投资内需同时，加大科技投入，财政政策将更加依

靠减税政策发力，结构性、政策性金融工具将是货币精准宽信用的重要抓手。 

3. 资产配置建议： 

26 日当周，国内市场风险情绪回暖，股债收益比、股债收益率差分别由前一周

历史 85%、90%分位数水平回落至 84%、87%分位数水平。 

A 股层面，26 日当周，板块风格连续 2 周偏向成长，指数开始反弹，机构风格显

著强于游资。日均成交额连续 3 周萎缩，北向资金连续 8 周流入，市场情绪先扬后抑，

个股赚钱效应有所恢复。板块方面，国防军工、公用事业、美容护理领涨，房地产、

建筑材料、食品饮料表现偏弱。海外权益市场风险偏好变化不大，持有成本两端持续

分歧；国内疫情叠加假期效应仍令市场人气缺失，情绪持续位于偏冷区间。盘面上，

题材炒作开始偏向消费，其余板块轮动表现为主。预计随着疫情挑战对市场影响渐趋

理性，修复行情有望延续，但成交萎缩制约向上高度。策略上，暂持上周回补部分头

寸，等待 3100上方高抛机会。 

国债层面，26 日当周，随着部分感染达峰城市经济活动出现企稳回升，市场风险

情绪改善，但央行加大年末流动性投放，债市表现分化，短债上涨长债回落。基本面

上，12 月经济延续探底，经济总量修复仍存在压力，四季度央行例会延续宽松基调，

经济回暖前预计货币环境仍将维持宽松，支持经济修复，债市仍有上涨支撑。短期内，

由于央行年末流动性投放量较大，年初公开市场到期压力较大，若央行对冲力度不强，

短期国债利率存在反弹风险，周内可关注国债利率反弹后的交易机会。 

黄金层面，26 日当周，持有成本两端延续分化，利率端维持强势但美元弱势不改。

通胀预期反复促使市场加息预期逐渐回到联储预期范围内，但非美经济体货币政策转

鹰预期持续强化令美元承压。随着进入政策真空期，市场维持震荡走势。短期关注

12 月会议纪要及非农数据指引。拉长维度看，尽管 2 个月时间金价反弹超 10%，但参

考历史经验，我们仍认为黄金当前的走势仍在底部宽幅震荡框架范围内，特别是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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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回避调整反而令上涨动能不足。策略上，持仓观望为主，等待回调后的配置机会。 

图 3.1：股债相对回报表现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3.2：权益资产溢价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3.3：申万一级行业当周收益率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3.4：申万一级行业市盈率分位数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3.5：近 10日市场热度图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3.6：近 10日北向资金表现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3.7：国债到期收益率（%） 

 
资料来源：中债登网站，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3.8：国债利差（%） 

 
资料来源：中债登网站，经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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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美国 10Y国债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图 3.10：美国 10Y国债盈亏平衡通胀率（%） 

 
资料来源：iFinD，一德宏观战略部 

 

4.本周重要数据及事件关注： 

 
重要财经数据与事件关注 

2023/01/03 中国 12 月财新制造业 PMI，前值 49.4，预测值 48.8，公布值 49 

美国 12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终值，前值 46.2，预测值 46.2 

2023/01/04 美国 12 月 ISM 制造业 PMI，前值 49，预测值 48.5 

美国 11 月 JOLTs 职位空缺(万)，前值 1033.4，预测值 990 

 

 

 

 

 

2023/01/05 

美联储公布 12 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中国 12 月财新服务业 PMI，前值 46.7，预测值 46.8 

中国 12 月贸易帐-美元计价(亿美元)，前值 598.4 

中国 12 月出口年率-美元计价(%)，前值-8.7； 

中国 12 月进口年率-美元计价(%)，前值-10.6 

英国 12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终值，前值 50，预测值 50 

美国 12 月 ADP 就业人数(万)，前值 12.7，预测值 15 

美国 11 月贸易帐(亿美元)，前值-781.6，预测值-768 

美国截至 12 月 31 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万)，前值 22.5 

2023/01/06 2025 年 FOMC 票委、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发表讲话 

欧元区 12 月调和 CPI 年率-未季调初值(%)，前值 10.1，预测值 9.7 

欧元区 12 月经济景气指数，前值 93.7，预测值 94.5 

美国 12 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季调后(万)，前值 26.3，预测值 20 

美国 12 月失业率(%)，前值 3.7，预测值 3.7 

2023/01/07 2024 年 FOMC 票委、里奇蒙德联储主席巴尔金发表讲话 

中国 12 月外汇储备(亿美元)，前值 31174.9 

资料来源：汇通财经、一德宏观战略部 

 

风险提示： 

国内疫情反复；稳增长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联储紧缩幅度超预期 

https://rl.fx678.com/id/102015050410000176.html
https://rl.fx678.com/id/102015042310000124.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86.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67.html
https://rl.fx678.com/id/102015050610000193.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70.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71.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72.html
https://rl.fx678.com/id/102015040710000045.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01.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401.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92.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099.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113.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289.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00402.html
https://rl.fx678.com/id/112015032410015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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