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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一周全球动态 

——英欧贸易协定初步达成 美国史上第二大刺激方案出台 

监测周期：2020.12.21～2020.12.27     王念|宏观研究团队|wangnian@dagongcredit.com 

全球宏观 

 疫情：新冠病毒变异后传染性增强，英国等多个国家均出现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截至 12 月 26 日 22 时（北京时间），全球新冠肺炎现有确诊 22,248,708 例，死亡

1,754,270例,累计确诊 80,181,853例，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 100万的国家已有 17个
1
。 

美国仍是全球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自 12月初起，该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保持在 20

万上下波动，22日当周峰值超过 24万，现有确诊病例数超过 761万例，累计确诊病例数超

1,921万。专家称该国正处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尽管已建议民众圣诞假期期间不要

参加社交活动，但仍有约 8,500 万美国人探访亲友，预计假期结束后该国疫情将继续恶化，

医疗系统压力进一步加大。 

英国称该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传染性比已存在病毒毒株高出 70%，该国 22 日当周峰

值攀升至 69,292例。目前，伦敦、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仍处于自 12月 20 日起为期两周的

新冠疫情四级防控下，根据相关规定，“非必需品”零售店铺、娱乐设施、健身中心等停止

营业，除购买生活用品等少数情况外，民众应尽可能地待在家中，除特殊原因外不允许与家

庭以外人员聚会，不能随意进出实施四级防控级别的地区。 

非洲疾控中心称尼日利亚出现新的变异新冠病毒，这是继英国、南非后第 3 个宣布发

现变异新冠病毒的国家。此前，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名为“VUI-202012/01”，南非发现

的变异新冠病毒名为“501.V2”，目前研究表明，上述三国发现的变异病毒应均为单独变体，

但均出现突刺蛋白变异的类似情况，病毒传染性进一步增强，法国、德国、丹麦、爱尔兰、

瑞典、黎巴嫩、新加坡、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十余个国家已发现感染变异

新冠病毒的病例，多国已限制或暂停与上述三国的往来航班。此外，现有疫苗对变异新冠病

毒的免疫效果尚需时间验证，但多国疫苗研制专家称对此持乐观态度，世卫组织指出自疫情

暴发以来，病毒已出现多种变异，但目前没有证据支持变异毒株会影响药物或疫苗效力。 

欧盟正式启动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欧洲人口 4.5亿，但是政府已经与一系列疫苗供应

商签订了超过 20亿剂的疫苗合同，并设定到 2021 年为所有欧洲成年人接种疫苗的目标。美

国已开始 Moderna 疫苗注射，该疫苗是本月第二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紧急授权的疫

苗，“曲速行动”负责人称，预计本月将有 2,000 万美国人接种第一针 Moderna 或辉瑞的疫

苗，而到明年 3月底，约有 1亿美国人可以接种疫苗。英国方面，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制药

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或将继辉瑞后下一个通过该国监管机构审查，据悉该款疫苗的接种

工作最早可于明年 1月启动，研究人员称该款疫苗可有效对抗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并

对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症患者提供“100%的保护”。 

 日本：2021 财年预算支出突破 100 万亿日元 

12 月 21日，日本内阁批准 2021财年预算案，预计明年 4月开始的 2021 财年总支出将

增加约 3.8%至 106.6 万亿日元（约合 1 万亿美元），连续 9 年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新财年

                                                             
1 数据来源：百度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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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需为本月宣布的规模达 7,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提供资金；同时，为弥补收支缺口拟新

发 43.6亿日元国债，这将使日本财政支出对国债的依存度超过 40%。 

 美国：史上第二大刺激方案出台 

12 月 27 日（当地时间），特朗普正式签署总额规模 9,000 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

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预计为小企业提供超过 3,000 亿美元的援助，

为年收入不超过 9.9万美元的国民提供 600美元支票，延长 11周的 300美元失业救济金发

放，并支持疫苗分发，以及为教育、儿童保育和住房提供资金。 

此前，特朗普曾要求国会将现金发放金额提高至 2,000美元，但民主党就 2,000美元现

金派发计划的提案并未通过国会众议院表决。 

 美国劳动力市场复苏进程恢复，日本失业率略有下降 

报告监测期内，多国或地区公布失业相关数据。其中，美国 12月 19日当周初次申请失

业金人数降至 80.3万人，是连续 4周上升后的首次回落，但考虑该国疫情仍在加剧且全民

疫苗接种最快在明年 6月完成，防疫措施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而新一轮刺激政策出台后，为

领取失业救助申请人数或将再次上升。日本 11月季调后失业率略降至 2.9%，好于预期及前

值，但由于 11 月以来该国疫情持续扩散，防疫压力下争议不断的旅游、餐饮刺激计划将于

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暂停，受此影响服务业相关人员的就业情况将再次恶化。 

 德国进出口价格回升，美国个人支出下滑 

报告监测期内，多国公布供需相关数据。其中，德国 11月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3.8%，

降幅自今年 4 月以来持续收窄；同期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0.6%，降幅连续 2 个月收窄。

美国 11月个人支出环比为-0.4%，是近 7个月以来首次录得负值。日本 11月季调后零售销

售同比增长 0.7%，而机床订单额同比增长 8.6%，为 2019年 12月以来首次超过 850亿美元，

已恢复至新冠疫情扩大之前水平，主要由于此前持续低迷的对美德出口转增，且来自中国基

础设施和半导体订单保持强劲。 

表 1  监测期内各国供需相关数据 

国家 指标名称 前值 预期 今值 

德国 
11月进口物价指数同比（%） -3.9 -4.0 -3.8 

11月出口物价指数同比（%） -1.0 - -0.6 

美国 11月个人支出环比（%） - - -0.4 

日本 
11月季调后零售销售同比（%） 6.4 1.7 0.7 

11月机床订单额同比（%） - - 8.6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欧元区消费信心有所回升，英国消费者信心接近第一波疫情最低值 

报告监测期内，多国或地区公布景气度相关数据。其中，欧元区消费者信心随疫情二次

疫情得到控制转暖，12月收录数据收窄至-13.9。日本 10月先行指标连续 5个月上升至 94.3，

是 2019年中以来最高值，一致指标亦连续 5个月回升至 89.4，是疫情发生以来最高值。 

表 2  监测期内各国其他相关数据 

国家 指标名称 前值 预期 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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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 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19国（季调） -17.6 - -13.9 

日本 
10月先行指标 93.3 - 94.3 

10月一致指标 84.8 - 89.4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点评】报告监测期内，多国公布失业、消费者信心等核心经济数据。数据

显示，美国疫情持续加剧，12月起单日新增病例数始终在 20万上下波动，虽疫

苗接种工作已启动，但在顺利的前提下完成全民接种最快要到明年夏天，距防控

措施全部放开仍需时间，目前美国史上第二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正式出台，规模达

9,000亿美元，新一轮刺激计划将为国民、企业等提供援助，预计当周初次申请

失业金人数或因申领失业救助金人数增加而在短暂回落后再次抬升，但整体看居

民、企业债务压力将有所缓解。但有该国专家称经历两党僵持数月于年底公布的

刺激法案从时间上讲过于滞后，对于已经倒闭的企业和失业员工来说，援助不足

使他们重新回到以前的生活。 

英国是全球首个批准新冠疫苗上市的国家，但 12 月初开始辉瑞疫苗接种的

同时，该国疫情再次进入新一轮上升期，短期内疫苗接种对疫情控制的影响有限，

且本月 14日发现该国国内出现传染性更强的新冠变异病毒，20日由于疫情失控

多地已开启为期两周的封城措施，该国经济复苏进程被迫中断，预计 12 月消费

者信心在经历连续 2 个月的下滑后将跌破第一轮疫情发生时传下的历史最低值。

明年年初，该国将开始接种牛津大学参与研发的新款疫苗，专家称该款疫苗可有

效对抗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且其对存储、运输要求较低，这将使得实现全

民接种的速度加快，受此影响消费者信心或将有所回升。 

欧洲疫情二次反弹已得到一定控制，防疫措施有所放松，11 月法德受封锁

防控影响，服务业信心受挫、消费者信心连续 2个月下滑，经济景气度有所下降；

而 12 月欧元区消费者信心降幅收窄，欧元区景气度有所恢复。但考虑本月下旬

起欧洲多国相继发现感染新冠变异病毒的确诊病例，而将于明年开始大规模接种

的疫苗对新冠变异病毒的有效性尚需时间验证，欧元区未来仍面临一定下行风险。 

日本出口形势好转，对美德出口转增推升制造业订单，就业情况有所好转，

先行指标进一步回升。但该国近期疫情有加剧倾向且同样发现感染新冠变异病毒

的确诊病例，防疫压力下争议不断的旅游、餐饮刺激计划将于今年年底至明年年

初暂停，受此影响服务业相关人员的就业情况将再次恶化。下一财年，日本预算

支出受以及 

重大事件 

 马来西亚：启动“十年计划”，推动旅游业复苏 

12月 23日，马来西亚启动一项“十年计划”，推动“可持续和包容的旅游”，以重振

遭受疫情重创的旅游业。原定今年实施“2020 大马旅游年”计划，预计将为马来西亚吸引

3,000万人次的游客，但自年初起的疫情打乱了计划进展，年内马来西亚旅游业损失预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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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0 亿林吉特（约合 246 亿美元）。2019 年，旅游业为马来西亚贡献 2,402 亿林吉

特，相当于 GDP的 15.9%。 

 美国：发布稳定币监管评估初步声明，透露加强监管信号 

12月 23日，美国发布稳定币（stablecoins）监管评估初步声明，称稳定币可能对“国

际货币稳定”构成威胁，透露将对稳定币进行广泛监管的信号。 

声明指出，稳定币是一种与美元或欧元等法定货币挂钩的加密货币，相较于比特币等传

统加密货币，稳定币定价往往与法定货币等其他资产挂钩，几乎没有定价波动，更适合用于

零售交易。而在美国境内大规模使用稳定币须采取额外措施防范潜在风险，包括：符合反洗

钱、反恐怖融资法规，能够具备收集、验证所有交易相关者的身份，能够解决大规模赎回带

来的潜在风险及一般业务损失，保持 1:1的准备金率，以及“足够的金融资源来吸收损失并

满足流动性需求”。 

本月初，民主党曾提出《稳定笔法案》（STABLE Act）草案，要求稳定币发行人需持有

银行执照，且在发币前需通过主管机关核准。不同于该法案，本次发布的声明中并未对执照

及主管机构作出明确说明。 

 英欧贸易协定达成一致，等待双方议会批准 

12月 24日，英国和欧盟委员会均公开表示双方就“脱欧”贸易协议达成一致，下一步

等待双方议会批准，欧盟方面已经要求 27 国大使做好在圣诞期间随时进行审核的准备，英

国议会亦将会在 12 月 30 日就该协议进行投票。2021 年 1 月 1 日起，双方将临时实施协定

已避免协定正式通过前可能产生的混乱。 

该协定覆盖渔业、贸易、竞争等多领域。渔业是双方谈判的最大争议点，直到最后一刻

才相互妥协，欧盟渔民将从 2021年开始的 5 年半的时间里，继续按现行标准进入英国海域

捕捞，但配额将逐渐减少 25%，过渡期后双方将就渔业问题进行年度谈判。贸易方面，双方

将采用“零关税、零配额”的贸易方式，但在海关规则、监管标准以及边境检查等方面阻碍

增加。公平竞争方面，双方达成一套共同“标准”，且有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权利。此外，欧

洲法院不对双方未来可能遇到的任何争端具有发言权，不再拥有对英国法律的管辖权。 

【点评】英欧自贸协定历史 5年，终于在最后时刻达成一致意见，虽该协议

仍需等待双方议会批准，但已基本确保英国不会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的同时面临

“硬脱欧”窘境。从最终达成的协议来看，英方在最后关头做出了一定让步，就

双方争议最大的捕鱼权问题，英方同意在过渡期内按现行标准逐步减少配额，并

将进一步的谈判延后至 5年半的过渡期之后进行；同时，针对此前引发争议的北

爱尔兰问题，英方同样做出妥协，撤回了引发欧盟强烈不满的涉及北爱尔兰法案

条款，并取消了《内部市场法案》中违反脱欧协议的条款。英国的让步或与该国

因新冠变异病毒导致疫情反弹而开启的封城措施使经济承受压力加剧存在一定

关系。 

 韩国：家庭企业负债创 1975 年以来最高水平 

12 月 24日，韩国银行发布报告显示疫情下面临经济困难的家庭和企业渐增，该国三季

度家庭和企业的债务已经达到 GDP的 211.2%，创 1975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第三季度末，

家庭信贷为 1,682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7%，住房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分别增长 7.2%和 6.8%；

同时，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0.3%，家庭负债规模升至可支配收入的 1.7倍，创下 2002年第

四季度以来的最高纪录，恐将成为日后消费复苏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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