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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着实体经济的融资天使，

全球债券市场规模在过去一年中

急剧扩张，助力经济提振的同时

也乍现债务违约的风险；对应着

美元价格的大幅走低，全球主权

货币价值在过去一年中起伏错

落，彰显自我独立的同时也契合

汇率市场的规律；迎合着宏观经

济的起落节奏，全球大宗商品市场

在过去一年中抑扬顿挫，展现逆袭

能量的同时也释放资源稀缺的价

值，负收益率，负油价，负气价

……，这些 2020年浓墨重彩的标

签也将作为人类经济宝库的特殊

品得到收藏。

债券市场：状态与相貌

在全球各国多层次的资本市

场结构中，债券市场的功能与重

要性日渐凸显。一个统一、成熟的

债券市场往往是全社会的投资者

和筹资者的低风险投融资工具，

同时债券的收益率曲线构成了社

会经济中一切金融商品收益水平

的基准，债券市场因此也是传导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载体。

从债券市场的构成看，既包括充当

发行场所的一级市场，也包括具有

交易功能的二级市场，既包括场内

交易市场，也有场外交易市场；种

类上看，既存在国家主权债，也承

载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等信用

债，还包括期限结构不同的票据以

及资产证券化产品。因此，透过债

券市场，可以不断认识到一国的信

用度状况，也能看到金融竞争力以

及微观领域企业的资信程度与经

营状况。

为了阻隔新冠疫情对经济的

深度戳伤，同时也是紧急性开展

卫生防疫公共设施基础建设之

需，过去一年中各国政府推出了总

计 1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措施，

但由于经济的巨幅收缩导致财政

收入很难以平衡支出，政府只能

选择大规模举债的方式，增发国债

成为各国政府融资的一致性行动。

按照 IMF 的预测，2020 年全球政

府债务将达到几乎与全球 GDP（约

90万亿美元）同等的规模，债务与

GDP之比升至 98.7%，创历史最高

水平。与国债发行相比速，全球企

业债、公司债的发行也进入快道。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预测，全

球债券市场规模至 2020年底将由

前一年的 115 万亿美元猛增至

200万亿美元，而在增量债务中，

有 2/3为信用债所贡献。

发债越多，债务规模就越大。

国际金融协会给出的结论是，2020

年底全球债务将打破纪录，达到

277万亿美元，超过此前的 272万

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按照 IIF

的说法，发达国家债务接近 200万

亿美元，其中美国超过 80万亿美

元，欧洲达到 53万亿美元，同时新

兴市场债务超过 76万亿美元，接

近 GDP 的 250％。就公共债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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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目前发达经济体占比相对较

低，并且主权信用度更高，能够维

持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而新兴

市场则不同，阿根廷、巴西、印度

等主权信用在 2020年先后被国际

信用评级机构降级，整个新兴市

场国家融资能力相对有限，因此

债务的增加势必增加违约风险。

具体到过去一年，有厄瓜多尔、黎

巴嫩两国出现债务偿还延期，而

且黎巴嫩还是首次违约，至于号

称全球“违约钉子户”的阿根廷也

发生了技术性违约。就信用债而

言，规模的扩大既增加了企业的

财务压力，同时也对未来全球如

何去杠杆化产生了严峻挑战。

在一级市场上，货币利率即资

金价格决定债券利率，二者之间呈

正相关关系。由于全球货币政策

的极度宽松，特别是美联储将联

邦基金利率下限降至 0%，由此带

动了债券收益率的不断下降。其

中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度触

及 0.487%的历史低点，30 年期美

国国债收益率也创下 0.974%的新

低，两种产品历史上首次跌破 1%

的门槛，而且至 2020年底 10年美

债收益率依然还被压制在 1.00%

以下。国债收益率曲线大幅平坦

化的同时，美国公债利率还屡次

出现倒挂，也就是说本来债券期

限越长，收益率就越高，但现实

是，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跑输了 1

年期甚至 3个月期的收益率。收

益率的倒挂代表市场对经济前景

的悲观估计。

国债收益率的不断走低也反

映到信用债市场上，其中 2020年

美国在一级市场上发行了规模超

过 2万亿美元的公司债，远远高出

2019年的 1.423万亿美元。除了

供给量的增大会推低收益率外，在

国债收益率下沉的裹挟下，美国投

资公司债信用息差也从年初的

357bp（基点）跌至 111bp，回到了疫

情前水平，与此同时高息债信用息

差 1091bp降低至 450bp。同样，日

本在过去一年中发行了至少 1.1

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各个品种信用

息差的降幅都超过 300个 bp。

当然，由于全球许多国家实

行了货币负利率，随之负收益率

债券也在全球各地大面积丛生，

其中日本、德国是两个以国债收

益率长期为负值而著称的国家，

日本 5 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2020

年低至 -0.135%的历史新低，10年

期国债收益率始终保持在 0%附近

不变，而德国除了以负利率发行了

30年期国债外，5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 2020年也同期降到了 -0.76%，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 -0.584%，

与此同时，法国 5年期国债收益率

沉至 -0.65%，由此带动整个欧元区

主权债券平均收益率下落至 -0.

45%。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也在过去

一年中加入国债负收益率的队伍，

除了首次以负利率发行了 37.5亿

英镑 2023年到期的国债外，英国 2

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深入负值区间，

创下纪录低点。总体看来，至 2020

年底，全球负收益债券市值升至

18.0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无论是债券收益率的平坦化，

还是负收益率，对于债券发行人与

一级市场投资人来说所产生的风

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因收

益率走平或者为负而大大减轻偿

债负担，避免了可能违约的风险，

因此负利率债券得到了许多国家

政府的拥戴；但对后者而言，申购

了低收益或负收益率债券，等于

就是获益甚微甚至要承受亏损，既

然如此，投资人为何仍然愿意出资

购买或者说债券为何还能顺利发

行出去呢？一般来说，一级市场债

券价格与二级市市场债券价格是

反向关系，等于就是债券收益率

越低，二级市场的债券价格就越

高，一级市场申购者的套利空间

就越大，因此，尽管低收益率或者

负收益率带给投资人的收益不显

著甚至亏损，但其完全可以通过

在二级市场抛售获利。

具体对应情况是，如果某债券

品种收益率下行了 100 bp，等于

就是二级市场债券价格上涨

10.00%，也正是如此，在过去一年

中美国各档期债券收益率不断走

低的同时，债券价格则分别收出

了不同程度涨幅，其中 2年期国债

上涨 2.52%，5年期国债涨幅达到

5.28%，10 年期国债更是上扬

7.48%，即便表现不好的 30年期国

债也上涨了 1.51%，欧洲国家与日

本的国债价格也是同样如此。不

过，尽管像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全

球 18个新兴市场国家发行的以美

元计价的债券收益率都要比美国

高，但二级市场的表现却是格外

萧条，同时这些国家由于发行利

率较高的主权债，导致偿还压力增

大，违约风险乍现的情况下不得不

寻求 IMF的援助。

令人注意的是，中国在时隔

15 年后重启欧元主权债券的发

行，而且在总规模为 40亿欧元的

主权债券中，5 年期 7.5 亿欧元，

发行收益率为 -0.152%，中国首次

实现负利率发行。从簿记情况看，

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订单规模达

到发行量的 4.5倍。但扫描全球

看，目前实行负利率的国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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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是发达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增

长乏力，财政支付能力式微，只能

依赖负利率融资，并且采取负利

率形式发债一旦上瘾又很难摆

脱，即便企图淡化负利率的偏好，

但利率提高又会反过来损害投资

与消费，进而压制经济增长。正是

如此，凡是经济还具备一定活力的

国家，都不会轻易实行负利率，比

如美国，尽管政府债务已经是一

个天量，但在实行负利率上仍然

非常谨慎。对中国而言，无论是消

费与投资，内生性经济动能依然非

常丰厚与活跃，支持经济增长的惯

例与定力还在，自然也就没有进入

全面负利率时代的必然性。

汇率市场：仪态与身貌

汇率市场的货币价格不仅决

定于一国经济增长的成色，也很

大程度上为本国货币政策所左

右，同时可以兑换的其他货币价格

也影响着一国货币价值。具体说

来，国内宏观经济表现愈强劲，预

期越乐观，该国货币价格便表现

较为强势，同时基础货币利率走

低，也会拉低汇率市场的资金价

格，也就是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另外，国际市场上各国货币价格

存在着竞争性，跷跷板效应非常明

显，尤其是在投资贸易结算领域，

占据着优势地位的美元利率变动

对各国货币价格的联动影响更为

强烈。

受到美联储零利率货币政策

以及无限量 QE的干扰，更因为美

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总体不尽如人

意，美元终于放弃了过去 10年中

一路攻城掠地的霸气，在创出了

103的年度高点后径直向下，年度

跌幅达到 5.71%。理论上而言，美

元价格的走低会危及其在全球金

融市场的霸主地位，但从目前和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看，无论是欧元

还是英镑亦或是日元，包括人民币

在内，IMF货币篮子中的主流币种

没有一个能够与美元抗衡，取而

代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美

元价格下降也可在美国国内有力

拉动还在低位盘整的通货膨胀，

对外则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出口，

进一步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

按道理，美元拐头朝下应当撬

动非美货币的昂首向上，然而，从

发达经济体的货币表现看，除了

欧元和澳元兑美元分别上涨了

8.085%与 7.07%之外，其他大多数

货币包括 IMF 货币篮子中的主流

货币行情均无一出彩。统计数据

显示，过去一年中，日元兑美元下

跌了 4.26%，英镑兑美元下跌了

0.25%，瑞郎兑美元下跌了 8.07%，

加元兑美元下跌了 6.09%，瑞典克

朗兑美元下跌了 9.72%，丹麦克朗

兑美元下跌了 7.02%。之所以出现

如此违背常理的现象，主要是相关

国家在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强度弱

于美国，同时像日本等国采取的

惯性量化宽松也对本国货币构成

了不小的压力。

从货币竞争力的角度看，在组

成美元指数的货币加权平均值中，

欧元权重为 57.6%、日元权重为

13.6%、英镑权重为 11.9%、加元权

重为 9.1%、瑞典克朗权重为

4.2%、瑞郎权重为 3.6%。由此可以

看出，过去一年中除了欧元有所表

现外，其他权重因子均普遍暗淡。

表明美元贬值主要是由欧元升值

的比较力量映衬出来了。目前来

看，美元指数依旧处在 16年的高

位，说明过去一年的贬值幅度其实

不大。一方面，欧元区实行的是负

利率，欧元升值的动能不足，带给

美元贬值的压力也就有限；另一

方面，像瑞典、瑞士等国也是在基

础货币负利率领域介入较深，由此

难以形成对本国货币的提振，进而

也就很难在 IMF 货币篮子里形成

主流货币针对美元的联合压力。

再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本应

随着美元的贬值而升值，但遗憾的

是过去一年中不仅没有看到新兴

市场货币升值的曙光，反而出现

了集体性塌陷。之所以如此，一方

面新兴市场国家对旅游业和大宗

商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高，因此经

济遭受疫情的伤害都比较重，像

印度、巴西还是全球疫情的重灾

区，而且这些国家的医疗基础设

施落后，防止疫情扩散蔓延的力

量薄弱，经济重启与恢复的效度

也不明显，进而难以形成对本国货

币的托举之力；另一方面，新兴市

场国家在金融危机对外以美元计

价举借了大量外债，其中仅 2019

年借款额度就高达 1226亿美元，

另有 240 亿美元在 2020 年到期，

而问题的关键是，防控疫情以及

提振经济的急需，新兴市场国家

又必须增大财政支出，公共税收

匮乏的情况下只能对外融资，形

成老账不能还新账再压顶的恶性

循环，违约风险乍现的情况下国际

资本纷纷夺路而逃，乃至疫情肆虐

期间短短两个月就发生高达 550

多亿美元从新兴市场流出的景

象，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年

度的 2倍之多。当一国货币遭遇市

场“用脚投票”力量的联合打压，

其很难逃脱损身折骨的劫数。

实际上，为了防止本国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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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贬值，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不得

不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元，使

得本已不丰厚的外汇储备家底更

加式微。而一个连带性的后果是，

外汇储备存量额度越少，也表明一

国偿债功力越弱，同时干预市场边

际能力呈现递减趋势，这会进一步

加大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的

步伐与速度，也正是如此，无论是

阿根廷比索，还是印尼卢比、亦或

是南非兰特以及土耳其里拉，过

去一年中均出现了大幅且持续的

贬值。

总体上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

的贬值幅度虽略低于上一次大危

机时的水平，但代表性国家货币

的损伤程度却格外惨烈。数据显

示，巴西雷亚尔兑美元平均汇率

为 5.28，较上年贬值超过 30%，成

为 2020年全球范围内相对于美元

贬值幅度最高的货币之一。同样，

由于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伊朗

的里亚尔兑美元创下了 1:32.2的

历史新低，为了稳定外汇，伊朗政

府只得下令进口商“不能转移外

汇”，且只能使用本国境内或境外

的外汇进行进口。另外，阿根廷比

索兑美元也贬值了 35%，为提升本

币，阿根廷央行卖出了近 50亿美

元的外汇储备，使得本国外汇总额

从 60 亿美元急剧萎缩到 16 亿美

元不到，之后，阿根廷政府放宽了

对部分进口公司进口许可证的发

放，同时进行外汇管制，如对购买

美金征收 35%的预扣所得税等。

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土

耳其在过去一年中所面对的本币

压力更大。由于海外银行对土耳

其的债权总额高达 1660 亿美元，

穆迪将土耳其的债务评级下调至

垃圾级，国际资本对土耳其避而

远之，由此带动了土耳其里拉的阴

跌与连挫，整个 2020年土耳其里

拉大幅下跌 40%，不仅兑美元创出

了 8.3的历史最低记录，而且还是

过去一年中全球贬值最为剧烈的

货币。为此，土耳其央行不仅抛售

了近 2/3的外汇储备，而且为了保

持土耳其里拉的准挂钩汇率，提

高了伦敦市场上土耳其里拉隔夜

掉期交易的利率，1024 个基点前

后差额创出历史最高纪录，另外，

土耳其各银行还削减了伦敦掉期

市场的融资，以打击做空里拉的

交易者。但尽管如此，还是未能阻

挡住里拉的颓势，土耳其央行行长

因此被撤职。

作为全球成功阻挡与隔断新

冠疫情的国家，中国经济的提前

强劲复苏构成了对人民币强大的

支撑，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

6.25%，同时中国外汇储备稳定而

殷实，2020 年年底外储规模超过

3.1万亿美元，较前一年末增长超

200亿美元。虽然漂亮的经济基本

面与厚实的外储家底垒起了人民

币可以继续升值的底气，但为了

减轻升值对出口造成的压力，同

时促成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

中国人民银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 20%下调为

0，这种对逆周期调节工具的使用

也容易形成市场对人民币的稳定

预期。

大宗商品：事态与全貌

观看国际市场原油期货 K线

图很容易发现，2020年开市后仅仅

在前一年的位置维持了三天，无论

是纽约 NYMEX原油期价还是伦敦

布伦特原油期价便开始出现大幅

跳水，而且动辄近 10%的日跳水幅

度让原油产品的投资者惊慌失措

和面如土色。公开资料显示，过去

一年中原油市场价格日跌最大幅

度达到了 35.78%,为历史所罕见。

开年不利的行情源于欧佩克

+ 成员国在原油减产协议上的巨

大分歧。出于阻止过去几年油价

持续走低的目的，沙特阿拉伯提出

在原有 170 万桶 /日减产协议的

基础上再额外减产 150万桶 /日，

但该建议随后被俄罗斯公然拒

绝。遭遇甩脸的沙特难以平复心

中的愤懑以及被漠视的现实，随

后不仅做出了大幅降低售往欧洲、

远东和美国等市场原油价格的过

激反应，而且扬言要将既定的 970

万桶 /日的原油计划增加到 1200

万桶 /日的纪录水平。作为硬气回

应，俄罗斯决定将每日原油产量再

增加 50 万桶。“骆驼”与“北极熊”

公开对仗之下，市场闻风丧胆，原

油价格遭遇多次暴击。

让好斗者没有想到的是，还没

等到双方决出胜负，新冠肺炎开始

爆发并在全球快速蔓延。由于国

际和国内旅行线路被疫情打断，

全球范围内许多交通工具歇菜与

停用，服务性用油大幅下降；与此

同时，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几乎

停顿，生产性用油急速锐减。另

外，随着不少国家全国性与局部性

因疫情进入紧急状态，当地许多炼

油厂开工率大幅下滑甚至不得已

进行关停作业，提炼性用油空前

收缩。当然，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

大步倒退形成了对原油需求强大

地压制，反映到市场，纽约 NYMEX

原油期价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价

分别被推到 6.5 美元 / 桶和

15.98美元 / 桶的历史最低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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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市场上，油价出现一日重挫

300%的惨淡景象，并在 4月 20日

跌落成负油价，日结算价格为

-37.63美元 /桶，世所罕见，闻所

未闻。

当然，随着全球经济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回升，原油

需求也变得逐渐旺盛起来，加之

OPEC+ 成员国痛尝到了前所未有

的油价跳水对自己形成的超级别

杀伤，不得不重新坐下来谈判并

达成了历史上自 OPEC+ 机制成立

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国际

油价借此展开力度不小的日级别

反弹与上攻，直至出现 OPEC历史

上最大单日涨幅的暴力拉升。多

空平衡之下，截止 2020年底，纽约

NYMEX原油价格下跌 23.03%，伦敦

布伦特原油价格下挫 23.62%，分

别吞并了前一年的所有涨幅。

天然气与石油是同一连体，但

相比原油，天然气的储存成本更

高，即液化天然气通常必须冷却到

零下 160摄氏度，且有一部分天然

气储存在岩洞之中，而岩洞基础

设施的修建以及天然气的注入都

需支出不小的成本；运输上，原油

可以储存于油罐、卡车或火车向

外运输，但天然气只能通过管道

运输，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天然气

只能选择直接烧掉，或者寻找特殊

的装备存储，甚至不排除重新打回

地下。因此，在原油因需求压缩导

致库存猛增以及运输成本陡升从

而形成负油价的结果牵引下，国

际市场的天然气现货价格同时也

跌入负值区间，负油价与负气价

一起加入到了 2020 年由负 GDP、

负利率以及负收益率组成的价格

“负”家族阵营中来。不过，与石油

价格呈现出年度大幅收低完全不

同，国际市场上的天然气期价的后

续表现则格外坚强，且全年取得了

16.72%的不错涨幅。

作为大宗商品的重要成员，避

险资产黄金面对经济的萧条具有

对冲意义，即越是经济不景气，投

资者越会增加对黄金的仓位配

置，需求力量从而构成对黄金价

格的拉力。因此，从年初的 1500美

元 /盎司开始起步，金价便在疫情

的风声鹤唳之中不断逆行走高，突

破 2000美元 /盎司的关键价位后

最终升至年度记录也是历史最高

记录的 2069美元 /盎司位置，全

年涨幅达到了 20.75%，为连续第

二年的价格劲升。紧追黄金价格，

白银也是一路走高，虽然没有突破

历史新高，但却升至过去七年的最

高点，COMEX 白银价格全年上涨

34.26%，为近十年来的最大涨幅。

与黄金价格伴随全球经济增

长在三季度出现恢复从而开始阶

段性回调的走势不一样，作为纯

黄金的附属品种，铂金却在过去

一年持续攻城拔寨，最终纽约商

业交易所铂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

创出过去 5年的新高，全年累计

涨幅超过 25%，而且是铂金连续第

五年上涨。资料显示，铂是一种天

然形成的白色贵重金属，与铱、

铑、钯等矿物同属于铂族金属，主

要可用于首饰制造、投资、化工原

料的催化剂，汽车尾气净化器的

催化剂以及燃料电池的催化剂等

应用场景。其中，伴随着全球为满

足更严苛的排放水平，全球汽车

业对铂金需求在 2020 年同比增

加 24%，加上其他方面，2020 年全

年铂金需求净增幅度超过 32%，

再考虑到铂金供应方产量的减

少，预测 2020年全球铂金市场出

现 37吨的短缺，铂金价格的不断

冲高也就顺理成章。

从其他大宗商品的年度表现

来看，虽然铜、铝、锌等主流金属

品种因疫情之压起初出现了幅度

不浅的下挫，但全球经济复苏多

少还是形成了感受得到的牵引力

与托举力，最终，铜价全年上涨

26.70%，创出近 8年的新高，同时

铝、锌、镍的价格均出现了 20%左

右的涨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铁

矿石期货价格在需求拉升力的作

用下持续出现井喷，全年大涨

51.74%，并创出了有史以来的最

高价格，同时铁矿石也是 2020 年

涨幅最大的大宗商品。当然，登上

历史最高价格部位的铁矿石身影

应当并不孤单，其中国际期货市

场上玻璃价格强劲上扬 34.82%，

一举跃上历史价格的最高点，聚

氯乙烯期价也是奋力高飞，以全

年大涨 29.33%的成绩登录历史顶

部点位。

农产品期货方面，除了白糖期

价收出了一根年度阴线外，其他品

种用莺歌燕舞来形容一点也不为

过。由于蝗虫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

的全球粮食产量减产的警示，加之

疫情蔓延导致居家办公人数的增

多从而扩大了对非耐用消费品的

需求，多种因素组成了对农产品价

格的上拉之力。统计资料表明，过

去一年中国际市场上大豆期货价

格上涨 21.22%，玉米期价上涨

8.96%，小麦期价涨幅超过 6.40%，

棉花期价上扬 7.75%, 豆粕期价劲

升 24.45%，尤其是棕榈油价格在前

一年狂飙 46.87%的基础上，2020

年再度蹿升 13.32%，从而成为目前

为止唯一一个期货价格攀上最高

历史价位的农产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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