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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网讯——刚刚过去的一周，尽管中美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

市场整体波动相对较小；接下来的一周，重磅经济数据相对较少，主

要是除夕当天出炉的欧美国家的 Markit制造业 PMI数据，不过在此之

前，市场将迎来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加拿大央行利率决议和欧洲央行

利率决议，投资者需要予以关注  

刚刚过去的一周，尽管中美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市场整体波动

相对较小；接下来的一周，重磅经济数据相对较少，主要是除夕当天

出炉的欧美国家的 Markit 制造业 PMI数据，不过在此之前，市场将迎

来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加拿大央行利率决议和欧洲央行利率决议，投

资者需要予以关注。 

周一(1 月 20 日)关键词：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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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经济数据和风险时间较少，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将公布 1月一年

期贷款利率和中国 1月五年期贷款利率，市场预计中国央行会将 1 月

一年期贷款利率下调 5 个基点至 4.10%，可能会小幅提振 A股市场情

绪。 

 

需要提醒的是，周一恰逢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股市休市一天，CME

旗下外汇、金属和能源合约的交易提前在北京时间 1月 21日 02:00 结

束，预计周一纽约时段的交投会比较清淡。 

周二(1 月 21 日)关键词：日本央行利率决议、达沃斯世界经济

论坛年会、特朗普讲话 

https://www.fx678.com/


 

 

周二亚洲时段，首先将迎来日本央行利率决议，因中美签署第一阶段

贸易协议以及中东紧张局势消退，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可能上调其经济

增长预期，但因为日本经济仍在承受 10月份销售税上调等因素带来的

压力，日本央行将把短期利率保持在-0.1%，并承诺将 10年期国债收

益率引导在 0%左右。 

 

大和证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 Mari Iwashita表示，日本央行所称的经



济实现通胀目标的势头似乎是持续的。2020年伊始，日本央行将保持

当前的政策立场，密切关注经济发展。 

 

得益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对日本季度经济预估的评估中，分析

师预计日本央行将小幅上调从 4 月开始的下一财年的经济成长预估。

根据 10 月份做出的当前预测，日本央行预计 2020 财年日本经济将增

长 0.7%，下一财年增长 1.0%。 

 

消息人士称，尽管能源成本上升和财政刺激方案的提振可能会在一定

程度上提振通胀，但日本央行不太可能大幅调整其价格预期。日本央

行目前预计，2020财年日本核心消费者通胀率将达到 1.1%，下一财年

为 1.5%。 

 

东京三菱日联银行称，短线内美元兑日元有望进一步走强。该行分析

师表示，美元兑日元短线走势偏向上行。此外，日本的资金外流料将

进一步令日元承压 

 

其次，市场还将留意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新闻发布会，市场预计

黑田东彦可能会表示，他决心保持货币政策极度宽松。 

 

黑田东彦在 1 月 15日曾表示，日本经济处于温和扩张趋势中，如果风

险上行，央行会毫不犹豫增加宽松措施；出口、产出，企业信心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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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增速放缓和天灾的影响，如有需要，预计短期和长期利率将维持在

当前或更低水平至足够长的时间；为实现 2%通胀目标，日本央行将以

收益率曲线控制维持量化质化宽松(QQE)。 

 

周二欧洲时段，投资者需要简单留意英国的就业数据，目前市场预期

相对中性，如果数据表现不佳，可能会增加市场对英国央行 1月 30 日

降息的预期。在多位英国央行官员发表鸽派言论后，市场近两周对英

国央行降息的预期显著升温，利率期货显示，英国央行 1月 30 日降息

的概率已经升至 70%，1 月 8日时显示的概率仅为 6.4%。 

 

(英国央行利率期货一览) 

http://news.fx678.com/column/qh


 

此外，周二投资者还将关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年会，该年会将于

1 月 21-24 日举行，主题为“凝聚全球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美国

总统特朗普将在年会上发表讲话，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 

 

特朗普曾于 2018年打破前两任美国总统惯例，亲自出席达沃斯论坛并

发表演讲，推销“美国第一”。然而 2019 年由于美国政府停摆，特朗

普并未赶赴瑞士。1月 14 日，据 CNBC 新闻网消息，特朗普确定将出席

1 月 21日至 24 日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本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预计将有 53 国首脑出席，其中包括德国总理

默克尔以及新晋芬兰“最年轻”总理马林。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

芬德莱恩以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将出席。由于本次达沃斯论坛议

题将覆盖气候变化，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Greta Thunberg）受

邀出席并发表讲话。而早前计划参加的伊朗外长扎里夫，目前确定缺

席。 

周三(1 月 22 日)关键词：加拿大央行利率决议 



 

 

周三经济数据和风险事件也比较少，主要需要关注纽约时段的加拿大

CPI数据和加拿大央行利率决议。 

 

目前，市场预计加拿大 12 月 CPI 年率将上调至 2.3%；考虑到加拿大

12 月就业岗位净增 3.52 万个，高于预期，增幅全部来自全职就业岗

位，失业率则降至 5.6%。市场普遍预计加拿大央行将维持当前利率不

变。 

 

机构预测显示，2020 年及 2021年上半年，预期加拿大央行将维持隔夜

利率在 1.75%不变。受访的 23 名经济学家中，有 75%的人认为，到

2020 年底前，加拿大经济都不需要降息。有 18人认为，加拿大近期经



济经济放缓是暂时性的。 

 

道明证券预计，加拿大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因其对前景保持谨慎乐

观。他们会提及家庭支出的走低，但可能提出人口增长及薪资将支持

稳健的支出增长，同时贸易关系的缓和将支撑企业投资和出口。 

 

利率决议之后，加拿大央行行长波洛兹(Stephen Poloz)和央行高级

副行长威尔金斯(Carolyn Wilkins)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投资者也需

要予以留意；波洛兹最近一次讲话是在 1月 10 日，当时的讲话偏向鹰

派，当时他表示，投资可能比原本预计的要强劲。 

 

需要提醒的是，原定于每周三出炉的美国 EIA 原油库存等一系列数

据，因为周一美国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假期，延迟一个交易日至北

京时间 1 月 24 日 00:00 公布。 

周四(1 月 23 日)关键词：欧洲央行利率决议 

http://news.fx678.com/keyword/1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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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亚洲时段，澳洲统计局将公布澳大利亚 12 月就业数据，投资者需

要简单予以留意，目前市场预期较差，预计对澳元产生一些负面影

响。 

 

https://quote.fx678.com/symbol/AUDUSD


周四欧洲时段，将迎来欧洲央行利率决议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的新

闻发布会，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维持当前利率不变，但投资者仍需要

重点关注。 

 

1 月 16日出炉的拉加德上任后的首份欧洲央行会议纪要对经济看法相

对乐观，暗示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或存上行潜力。欧洲央行认为经济已

经触底，但仍有理由实施超宽松政策 

 

1 月 16日公布的会议记录显示，欧洲央行决策者在 12 月 12日的会议

上对经济形势持更为乐观的看法，但仍认为存在大量风险，有理由实

施超宽松政策。在拉加德担任欧洲央行行长的第一次政策会议上，该

行维持政策不变，但指出政治风险可能在消退，通胀压力似乎在形

成，欧盟庞大的制造业显现触底的迹象，所有这些均表明近期经济放

缓的最糟糕时期已经结束。 

 

凯投宏观称，相信欧洲央行 1 月 23 日将会维持当前政策不变，近期欧

元区通胀的上行意味着缺乏进一步实施宽松措施的紧迫性；2020年晚

些时候欧洲央行放宽政策的概率会略高于 50% 

 

北欧联合银行 1 月 16 日预计，欧洲央行 1 月 23 日将维持利率不变；

预计欧洲央行重点将在战略评估。“我行改变了原本欧洲央行将进一

步宽松的预期，预计欧洲央行将保持存款利率和主要再融资利率分别

https://quote.fx678.com/symbol/EUR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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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5%和 0%，这符合市场共识和市场定价；从战略角度看，我们认为

风险仍偏向下行，市场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对欧洲央行未来一年将

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预期”。 

 

美银美林在 1月 16日发布研究报告中指出，欧洲央行 2020年或出现

鹰派妥协，这令欧元存在上行风险，预计欧元兑美元将在年底涨至

1.15 一线。 

 

该行分析师表示，欧洲央行当前处于一种类似于自动巡航的模式，实

施着较小的 QE，但没有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最终欧洲央行将在年底前

决定是否需要放松部分 QE 限制，从而能够保证明年的 QE刺激效果得

到延续；尽管小幅的技术调整可能会为我们赢得时间，但现在还远没

有接近 QE 的结束，因此市场风险依然存在；开始关注欧洲央行是否会

追寻瑞典央行的做法，将负利率恢复至零利率水平，同时加强前瞻指

引；预计欧洲央行的妥协决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欧元。 

周五(1 月 24 日)关键词：Markit 制造业 PMI 



 

 



 

周五亚市盘初，新西兰将公布第四季度 CPI 数据，目前市场预计将上

调至 1.8%，有望在短线给纽元地提供一些支撑。 

 

周五市场比较关注的将是欧元区 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和美国 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当然，对于德国 1月制造业 PMI数据也需

要予以留意。 

 

1 月 2 日公布数据显示，欧元区 12 月制造业 PMI 终值 46.3，略高于

45.9 的初值，但低于 46.9的前值。这也意味着欧元区制造业已经连续

11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下，且接近 9月份触及近七年低位 45.7。德国 12

月制造业 PMI 以 43.7 再次成为表现最差的国家，为连续 12个月低于

荣枯线；意大利和荷兰的恶化程度则创下六年半以来最严重。 

https://quote.fx678.com/symbol/NZDUSD


 

如果欧元区和德国的 PMI数据进一步改善，将增加欧元区经济触底反

弹的预期，将有望给欧元提供支撑，否则，将增加欧元的短线下行风

险。 

 



 

其次，英国 1 月 Markit 服务业 PMI 初值也需要予以关注，因为服务业

在英国的 GDP 统计中占比较大，因而对英镑的影响较大；英国 11 月服

务业 PMI 为 49.3，2016 年 7月以来最低；英国 12 月服务业 PMI回升

50.0；目前市场预计 1 月服务业 PMI 将进一步回升至 50.7，有望在数

据出炉前给英镑提供一些支撑。 

 

但需要警惕的是，英国全行业 PMI 数据显示出 2019 年底英国经济发展

停滞，服务业较小的提升不足以改变经济增长停滞的可能性，下一步

贸易协议的谈判仍有出现不确定性的可能。 

https://quote.fx678.com/symbol/GBPUSD


 

此外，周五恰逢中国除夕假期，亚洲多个市场休市，预计亚洲时段的

交投会受到限制。 

 

最后，投资者还需留意 1 月 21 日-24日达沃斯经济年会上其他官员的

讲话，可能会对市场情绪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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