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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宏源宏观类模板 投资要点： 

 1 月 22 日晚间，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推出全面 QE 
 

报告摘要：  

 欧版 QE 如何做？从 3 月起每月购买 600 亿欧元资产，持续到 2016 年 9

月，或者欧元区通胀回到 2%。目前欧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在 2 万亿左

右，这次 QE 将大幅扩表至接近 12 年初 3 万亿的规模。 

 为何欧央行也不淡定了？欧央行曾尝试的负利率、购买 ABS 和 covered 

bond、定向 LTRO 等大量创新工具，但经济仍不见改善，失业率高企，

特别是通缩形势不断恶化！12 月欧元区调和 CPI 已跌至负值，山穷水尽

时 QE 成最后稻草。 

 QE 会是欧洲人民的救星吗？很遗憾，很难。由于欧元区问题的根源之

一在于统一的货币和分割的财政，不同国家政府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协调

困难。纠结妥协出来的 QE 方案是按照各国对欧央行的出资比例来执行

购债计划，最不需要 QE 的德国国债购买量最大，最需要 QE 的国家如希

腊的主权债购买不足，欧元区内部分化的情况必将进一步加剧，预计效

果也将大打折扣。预计 QE 很难成为欧洲人民的救星。 

 对欧元区影响如何评价？汇率上，全面 QE 将加速欧元贬值，这对于金

融危机后从进口经济体转变为出口经济体的欧元区来说非常重要，长端

利率的降低也有望提振投资；通胀上，由于传导机制不畅，QE 政策对通

胀的刺激效果较小，预计明年 9 月前欧元区通胀回到 2%概率较小，欧元

区 QE 也可能存在多轮；全面 QE 有利于欧元区成员国融资成本的降低，

缓解主权债务风险，但即将到来的希腊大选黑天鹅也不得不防。 

 对大宗商品需持谨慎态度：由于美元才是大宗商品定价的核心，欧元区

QE 导致欧元走贬将带动美元升值从而压制大宗价格。另外，大宗商品去

年以来的下跌更多反映的是供需格局的恶化，在恶化趋势还未明显转变

前，QE 流动性也不一定会持续流入大宗。 

 对我国的影响：情绪上，欧央行宽松有利于提振市场风险偏好；国际资

本流动上，QE 释放的流动性有望溢出到中国，这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

出口上，短期内人民币对欧元区的实际有效汇率将被动升值，对我国出

口不利，长期看若欧洲经济有所复苏也将从外贸渠道利好中国出口；需

要注意，以欧央行为首的央行纷纷 QE 或降息，美国加息的预期也暂时

降温，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放松具备了较好的外围环境，我们认为降准操

作短期内仍将被定向操作和结构性工具替代，但在基本面下行风险较大

和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宜利用良好时间窗口进一

步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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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央行 QE 点评： 

纠结的 QE，打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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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版 QE 如何做？ 

1 月 22 日晚间，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推出全面 QE：从 3 月起每月购买 600 亿欧元

资产，持续到 2016 年 9 月，或者欧元区通胀回到 2%。预计总规模将达到 1.08 万亿欧元，

超出此前市场普遍预期的 1 万亿欧元。 

从购债结构上来说，将包括欧元区成员国债券以及机构债券，其中国债占比上限为

25%，机构债券将占 12%。欧央行将持有 8%的额外资产购买比例，剩下的将不会风险共

担。购债将基于各国央行在欧央行的出资比率，欧央行将协调债券的购买。目前欧央行资

产负债表规模在 2 万亿左右，这次 QE 将大幅扩表至接近 12 年初 3 万亿的规模。 

消息宣布后，全球股市大幅震荡，欧洲债券市场大涨，欧元兑美元汇率刷新 11 年新

低，丹麦央行紧随其后宣布降息以维护克朗与欧元的汇率紧盯。 

二、为何欧央行也不淡定了？ 

在美日欧竞相放水的年代，实际上欧央行是最有节操的，主要是因为嗓子最粗的德国

央行比较保守。因此此前欧央行尝试的都是负利率、购买 ABS 和 covered bond、定向 LTRO

等大量创新工具，但效果不彰：经济仍不见改善，失业率高企，特别是通缩形势不断恶化！

12 月欧元区调和 CPI 已跌至负值，山穷水尽时 QE 成最后稻草。 

三、QE 会是欧洲人民的救星吗？ 

很遗憾，很难。欧元区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统一的货币和分割的财政，不同国家政府

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协调困难。理论上来讲，目前基本面完好、国债收益率已经是负值的德

国并不需要 QE，最需要 QE 的是希腊意大利等边缘国，但核心国不愿意承担 QE 的成本

和风险，最终妥协和纠结出来的QE方案是按照各国对欧央行的出资比例来执行购债计划：

各国国债都会购买，最不需要 QE 的德国国债购买量最大，最需要 QE 的国家如希腊的主

权债购买不足，欧元区内部分化的情况必将进一步加剧，纠结妥协出来的 QE 方案，预计

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四、对欧元区影响如何评价？ 

虽然说QE不足以完全解决欧元区的痼疾，最终还需要财政联盟和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但 QE 仍有望取得以下效果：首先，汇率上，全面 QE 将加速欧元贬值，这对于金融危机

后从进口经济体转变为出口经济体的欧元区来说非常重要，长端利率的降低也有望提振投

资；其次，通胀上，从美日经验看，由于传导机制不畅，QE 政策对通胀的刺激效果较小，

见效甚慢，预计明年 9 月前欧元区通胀回到 2%概率较小，欧元区 QE 也可能存在多轮；

最后，全面 QE 有利于欧元区成员国融资成本的降低，缓解主权债务风险，但在关注 QE

同时，即将到来的希腊大选黑天鹅也不得不防，推荐阅读我们的深度专题《深度：希腊大

选的黑天鹅风险及影响》。 

五、大宗商品的冬天到尽头了吗？ 

我们仍持谨慎态度。需要注意的是，欧元区对国际大宗商品并没有定价权，同日元一

样，欧元也属于从属美元的＂次中心＂货币，并且欧元区在经济和出口结构上均与日本类

似，分析欧元区 QE 的影响，应类比日本 QE 而非美国 QE。美元才是大宗商品定价的核

心，欧元区 QE 导致欧元走贬将带动美元升值从而压制大宗价格。另外，大宗商品去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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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下跌更多反映的是供需格局的恶化，在恶化趋势还未明显转变前，QE 流动性也不一

定会持续流入大宗，可以看到的历史经验是，无论是之前的日本量宽，还是欧元区的降息

或 TLTRO，均未改变大宗商品价格下行趋势。 

六、对我国的影响几何？ 

其一，从情绪上来说，欧央行宽松有利于提振市场风险偏好；其二，从国际资本流动

来说，QE 释放的流动性有望溢出到中国，这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对冲因欧元贬值带

动美元升值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其三，从出口来说，短期内人民币对欧元区的实际

有效汇率将被动升值，对我国出口不利，长期看若欧洲经济有所复苏也将从外贸渠道利好

中国出口；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性通缩风险的背景下，以欧央行为首的央行纷纷

QE 或降息，美国加息的预期也暂时降温，我国货币政策的放松具备了较好的外围环境，

我们认为降准操作短期内仍将被定向操作和结构性工具替代，但在基本面下行风险较大和

资本市场金融风险得到较好控制的情况下，宜利用良好时间窗口进一步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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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上证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 

类别 评级 定义 

股票投资评级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0%以上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赢沪深 300 指数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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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跑输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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