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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 3 个月国债

收益率出现倒挂，在美国经济表现疲软的背景

下，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在发生相应

的转变。同时澳洲央行在 6 月 4 日宣布了近三

年来的首次降息。当前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

均继续向偏鸽方向转变，中国央行会不会跟随

全球货币政策趋势进行降息操作呢？ 

关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根据 6 月 4 日美国国债收益率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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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继续向偏鸽方向转变、部分央行陆续开始降息的背景下，
中国货币政策在原本面临的内部经济下行压力、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人民币汇
率贬值的矛盾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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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否跟随？全球降息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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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2.07%，3 个月

国债收益率为 2.35%，美国长短期国债收益率倒

挂利差达 28bp。当前倒挂利差水平对比历史同

期美国 10 年期国债与 3 个月国债收益率利差，

自 1982 年以来共计出现 4 次，分别出现在 1982

年、1989 年、2000 年 和 2006 年，28bp 的 美 债

收益率倒挂水平从历史角度来看也处于较深位

置，历史上美债收益率倒挂至当前水平以后，

美联储均在一段时间以后采取了降息行为，因

此当前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与 3 个月国债收

益率水平倒挂，便会引发市场关于美联储是否

会采取降息行为的猜测。 

从基本面角度看，当前美国经济表现疲

软。从 PMI 指数上来看，美国制造业及非制造

业 PMI 指数出现较为明显的下行趋势，自 2018

年 8 月以来制造业 PMI 指数已由 61.30 下降至

52.10，5 月环比下降 1.33%。从通胀水平角度来

看，4 月份美国核心 PCE 同比增速为 1.60，虽

高于前值 1.55，但自 2018 年 8 月以来已是连续

9 个月低于 2% 的目标通胀水平。 

在美国经济表现疲软的背景下，对于美

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在发生相应的转向。

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CME Fed 

watch）对于即将到来的今年 6 月份和 12 月份

美联储议息会议结果的预测来看，当前市场普

遍认为美联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会进一步采

取加息动作。从 6 月份的议息结果预测来看，

认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会维持在当前水平的概

率为 75%，另外有 25% 的概率认为美联储在 6

月份会进行一次降息。而从 12 月份的预测结果

来看，除 2.4% 的概率认为美联储会维持当前联

邦基金利率水平之外，认为今年年内美联储会

采取降息动作的概率达到了 97.6%，通过对降息

次数的预测进行加权平均，市场预测今年年底

美联储将进行 2~3 次降息。 

 全球主要央行动态 
从全球央行整体表现来看，当前全球主要

央行货币政策均继续向偏鸽方向转变。在今年

3 月 7 日欧央行的议息会议上，欧央行除了维

持三大基准利率水平不变外，还意外宣布将推

出新一轮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

这一意料之外的“欧式放水”使得欧元兑美元

汇率短线下挫。而通胀方面，在 4 月创出 5 个

月新高后，5 月欧元区通胀再度下滑，至逾一

年以来最低水平，在通胀始终不见起色的背景

下，市场认为欧洲央行可能祭出更多刺激措施，

欧央行行长德拉吉或将再次证明他可以比市场

预期更加鸽派。 

澳大利亚央行方面，澳洲联储 6 月 4 日宣

布降息 25 个基点至历史最低水平 1.25%，这也

是近三年来澳洲央行的首次降息，澳洲联储声

明此次利率下调是为了在贸易问题不确定性上

升背景下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行动。 

加拿大央行在 5 月份政策会议上决定将基

准利率维持在 1.75% 不变，加拿大央行高级副

行长威尔金斯认为，现行政策利率提供的宽松

程度仍然是适当的。 

日本央行方面，近期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

彦表示，日本央行将会继续实行宽松政策以支

撑日本经济。 

中国的可选方案 
在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继续向偏鸽方向转变、

部分央行陆续开启降息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

策在原本面临的内部经济下行压力、中美贸易

摩擦加剧、人民币汇率贬值的矛盾之外又增添

了一个新的矛盾。 

相对于海外利率水平，中国可以适当跟随

全球货币政策降低政策利率（比如逆回购利率），

引导利差水平回归“舒适区间”。另外，此前

从全球央行整体
表现来看，当前
全球主要央行货
币政策均继续向
偏鸽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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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领导讲话曾经指出存贷款利率处在合理水

平，未来主要工作是推进两轨并一轨，即保持

存款基准利率稳定的同时，取消贷款基准利率，

同时可能配合下调回购利率，来引导贷款基础

利率（LPR）适当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5 月下旬海外债券收益率大幅下滑而中国

利率却并未跟随下行，美国 10 年国债到期收益

率下行了 27bps，于此同时中国 10 年国债到期

收益率没有太大变化，中美利差持续走高超过

110bps。中美利差有所偏高，明显超出了 2018

年 4 月份央行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及的 80

至 100 个基点的“舒适区间”。在美国经济继

续显现疲态的背景下，若美联储议息会议仍旧

传达鸽派信号，英国脱欧过程一波三折加剧欧

洲市场动荡，后续海外利率仍将处于下行趋势，

中外利差水平将继续走阔。我们认为政策利率

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增加弹性，引导利差水

平回归“舒适区间”。 

随着经济放缓和全球货币政策转松，适当

下调政策利率，配合稳杠杆政策，可以更好地

稳定经济和提高经济质量。在贸易战激化的外

部环境下，在经历了一季度经济运行回暖后，4

月以来经济基本面出现“补偿性回落”， PMI

连续两个月下滑至荣枯线以下，经济下行压力

有所增大。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加息去杠

杆导致的金融收缩传导至信用收缩，在金融加

速器效应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现。

当前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都有所疲累，适当下

调政策利率并配合稳杠杆政策有助于实现稳经

济的目标。 

从降成本的角度看，货币政策需转松以降

低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一季度货币政

策执行报告中提到一季度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

率有所上行，而在总需求走弱和基数效应下，

PPI 同比很可能于 6 月份转负，并很有可能一直

延续至年底。在名义融资成本上行而 PPI 转负

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实际融资成本或面临再度

上行的风险。货币政策有必要进一步转松以实

现降成本。 

结构性货币宽松可考虑类似定向中期借

贷便利（TMLF）定向降息方式。4 月 17 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

本的措施，要求确保今年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

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降低 1 个百分点。考虑

到结构性去杠杆继续推进，结构性货币政策和

定向宽松政策，比如 TMLF 的定向降低融资

成本是比较好的尝试，也可以考虑进一步下调

TMLF 利率，从而尽快实现降低小微企业信贷

综合融资成本 1 个百分点的目标。 

总体而言，6 月货币政策面临短期资金到

期压力，长期面临继续降低融资成本、稳经济

的目标，货币政策将边际转松。而在海外货币

政策继续偏鸽、部分央行开启降息周期的外部

环境下，货币政策利率工具可以更加灵活，长

期来看中国可以适当跟随全球货币政策降低政

策利率，也可以考虑进一步下调 TMLF 利率实

现降低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目标。

长期来看，中国
可以适当跟随全
球货币政策降低
政策利率，也可
以考虑进一步下
调 TMLF 利率实
现降低小微企业
信贷综合融资成
本目标。

（作者系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员）

全球主要央行当前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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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货币政策 

2019 年 3 月 7 日，欧央行维稳利率，但意外宣布将推
出新一轮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TLTRO） 

2019 年 6 月 4 日，澳洲央行宣布降息 25 个基点至历
史最低水平 1.25％，为近三年来澳洲央行的首次降息 

2019 年 5 月 30 日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1.75％不变 

2019 年 6 月 3 日，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将继
续实行宽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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