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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債息和美元指數自 4 月以來不斷上行， 10 年期美債債息
從 4 月初的 2.73%升至 5 月初的 3%附近，帶動中美息差從 4 月初
的 90bp 上方迅速收窄至 60bp 以下，降至 2011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與此同時，美元指數從 4 月初的 90 升至 5 月初的 93，上漲了 3%。
美國債息和美元的走強已對部分新興市場的貨幣和流動性造成壓
力，市場擔心中美息差收窄會否對內地造成同等程度的衝擊。筆
者認為，由於近年人民幣對美元彈性顯著增加，內地經濟結構持
續優化，以及內地金融風險管理有效性的提升，目前人民幣貶值
和資本外流的風險仍然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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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10年期國債息差

一、中美息差壓縮原因
聲明﹕
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判斷，不
反映所在機構意見，不構成任何投
資建議。

今年以來較為寬鬆的流動性環境和貨幣政策的邊際放鬆是推
動中債債息近期走低主要因素。今年初人行一次性超額續發 MLF、
啟動普惠金融定向降準、採取臨時準備金動用安排（CRA）等一
系列操作，均呵護了市場的流動性，為中債債息下行提供了空間。
今年 4 月份，人行通過降准置換 MLF，釋放約 4000 億元資金，
使得內地各個品種、各期限債券收益率全面下行，其中 10 年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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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收益率最多下行達到 25bp。
同期美債債息卻快速上行。但從數據來看，經濟預期改善的
推動並非美債收益率上升主因，本輪美債收益率上行可能更多的
反映了通脹預期的上行。一方面，美國第一季度實際 GDP 年化季
率初值錄得 2.3%，雖好於預期的 2%，但不及 2017 年四季度的 2.9%。
其中占全美經濟活動超 2/3 的消費者支出僅增長 1.1%，增幅大幅
低於前值的 4.0%且為 2013 年第二季度以來最低。另一方面，4 月
以來 10 年期美債名義利率上行 22bp 左右，而 10 年期 TIPS 收益
率僅上行 6bp。由於國債名義收益率=TIPS 實際收益率+通貨膨脹
預期+風險溢價，這反映出通脹預期上行是推升美債債息的主要原
因。
事實上，近期美國的通脹數據亦有所改善。一季度美國薪資
環比增長 0.9%，私營部門的薪資同比增長 2.9%，均為近十年來最
大增幅。3 月 PCE 物價指數同比增長 2%，為一年以來首次觸及美
聯儲 2%的目標。相信近來油價的顯著上升和中美貿易衝突升級均
對美國通脹造成支持。除了通脹預期外，美債供過於求也推升美
債收益率。美國縮表加息週期的持續和特朗普的稅改政策吸引全
球美元回流，離岸美元流動性收緊影響了海外機構配置美債的能
力，同時美國財政赤字的擴大增加了美債供應。
二、中美息差下行空間有限
第一、跨境資本流動明顯改善
當前內地跨境資金流動形勢較為平穩，外匯市場繼續呈現供
求平衡格局，中美息差影響範圍有限。
截止 4 月末，內地外匯儲備規模為 31249 億美元，較 3 月末
下降 180 億美元，降幅為 0.57%。但這主要是由於 4 月份美元指
數升值下的匯兌變化因素所致。若剔除匯兌因素，4 月份外匯儲備
應該是小幅增加。其次，自去年 3 月以來外匯占款一直處於穩定
水平。2018 年一季度銀行結售匯逆差 183 億美元，同比下降 55%，
說明資本外流壓力明顯緩解。事實上，2017 年內地的資本帳戶資
本外流已從 2016 年的 6397 億美元縮窄至 804 億美元。
從兩會和博鼇論壇上內地監管層的講話中可見，今年內地對
外開放新格局將繼續有序推進，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程度亦會逐漸
加深。隨著 MSCI 和國際主流債券指數將逐步納入中國市場，將
能夠吸引海外機構投資者萬億人民幣級別的資本流入，有利於內
地跨境資金保持雙向流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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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民幣單邊貶值預期打破 雙向波動增加
過去兩年，中美利差之所以維持在 100BP 附近主要是因為當
時人民幣匯改導致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升溫。而同期美聯儲開始貨
幣正常化進程，並步入緊縮週期。因此，當時穩定並保持一個較
高水平的中美利差有重要意義。去年以來，在內地經濟基本面改
善和金融風險管理有效性提升的背景下，人民幣單邊貶值預期被
打破。
目前內地經常帳戶順差占 GDP 比重已從 2016 年的 1.8%降至
2017 年的 1.3%，在內地政府提出“主動擴大進口”和“持續擴大
內需”的背景下，預計該占比會進一步下降。但與此同時，2017
年以來內地資本帳戶逆差已明顯縮小，在經常帳戶維持小額順差和
資本帳戶有小額逆差的基礎上，國際收支將維持總體平衡狀態，這
將使人民幣雙向波動增加，因而維持中美利差的必要性下降。
第三、貨幣政策將維持穩健中性 中債債息下行空間有限
內地目前仍強調將三大攻堅戰置於首位，其中防風險是重要
任務之一。在此基調下，監管和貨幣政策難以全面放鬆。
經驗表明，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簡單放水的容易
造成貨幣貶值、金融空轉、資金外流等負面作用，難以實際提振
實體經濟。近期資管新規和《商業銀行大額風險暴露管理辦法》
相繼落地，反映出內地引導金融去杠杆和提升金融機構流動性和
資產負債管理能力的目標依然明確。而 4 月份的置換性降准更多
是出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調整銀行信貸結構角度考慮，貨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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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將繼續維持穩健中性。
自 2017 年以來，人行通過調整公開市場操作利率，跟隨美聯
儲加息節奏，該做法很可能在年內得以延續。由於中美國債息差
和中美政策利差相關性較高，中債債息進一步下行空間有限，中
美債息倒掛的可能性不大。
三、中美息差收窄對內地的影響分析
由於美債收益率升高，美元走強，新興市場貨幣承壓。部分
新興國家採取加息或買入本幣的方式穩定匯率。經分析後可見，
中美息差收窄對內地的影響程度有限，不會造成內地宏觀經濟和
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
第一、內地經濟增速可觀，經濟結構持續優化
一方面，2017 年中國 GDP 增速為 6.9%，2018 年一季度 GDP
增速雖小幅降至 6.8%，但整體上仍然平穩。另一方面，內地經濟
結構進一步優化。2017 年內地裝備製造業、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
新型產業的增加值同比增長均在 11%以上，比整體工業快近一倍。
先進製造業、高端服務業和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第二、中國對外債的依存度較低
截止 2017 年，內地外債占 GDP 比率為 14%，大幅低於國際
公認的預警線。由於內地償債能力較強，因此美債債息攀升和美
元走強不會對經濟產生較大的衝擊。
第三、內地金融風險管理的有效性在提升
一方面，內地政府通過資管新規等一系列監管政策推進金融
去杠杆進程，通過拆解金融鏈條消除金融風險，一定程度上解決
債務快速積累和金融體系相對脆弱等問題。另一方面，內地資本
項目管制尚未完全解除，這為資本流動提供了一定的緩衝空間。
總的來看，由於近年人民幣對美元彈性顯著增加，內地經濟
結構持續優化，以及內地金融風險管理有效性的提升，当前人民
幣貶值和資本外流的風險仍然可控。就目前來看，市場對美債債
息和美元上行的可持續性存在疑慮，但若美債債息和美元持續超
預期上漲，或會對人民幣及資金流向產生一定壓力。而未來美債
債息和美元走勢將取決於發達經濟體經濟相對形勢的變化，中美
貿易摩擦的演進，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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