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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 9 月议息会议前瞻：暴风雨来临

之前的平静即将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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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四凌晨两点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随后美联储将

发表声明。此次会议是 2016 年以来美联储的第六次议

息会议。 

 在美国就业市场持续改善、通胀缓步上行的背景下，美

联储推迟加息的余地已相对有限。虽然从目前条件看，

美联储加息存在一定基础但不完全成熟，但年内加息仍

是大概率事件。 

 9 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看点存在两点：一是美联储是

否加息；二是美联储会议声明。 

 我们认为会议存在两种结果：一是美联储宣布加息，但

在措辞上有可能比较温和；二是美联储再次暂缓加息，

但在措辞上会更加鹰派。两种可能结果对大类资产的影

响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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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本周二开始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周四凌晨两点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

议，随后美联储将发表声明。此次会议是 2016 年以来美联储的第六次议息会议。今年年

初以来美联储连续 5次暂缓加息，美元再次进入加息的十字路口，此次会议是年内剩余不

多的加息机会之一。此次会议的结果将影响到未来美元的加息节奏以及全球金融市场。 

 

点评： 

一、 美元历次加息情况 

自 1980 年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 5 次加息周期。回顾美联储前几次加息来看，历次

美元加息的时候，美国名义 GDP 增速均高于 4.5%。从这 5 次加息周期来看，其共同点是

美元在首次加息前的六个月内全面走强，并在首次加息后出现小幅回落。但美元指数的上

升趋势一般会伴随整个加息周期，并在加息周期结束后达到高点，少数情况下美元指数在

加息周期后期就开始下降。而从加息周期的时间跨度来看，一般加息持续 1-2年，而强势

美元周期可以持续 7年左右。 

2015年 12月开启的此轮美联储加息周期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当前美国占当前大

宗商品需求的比重已经大大减少，而中国和欧洲目前经济仍将疲弱。而目前美国经济增速

和全球经济增速均低于 4.5%，并且通胀预期也在不断下调。其次，美元指数在加息前夕

的 12月初突破 100点位，但是在随后美联储启动加息后，美元指数开始下滑。2016年以

来，美元指数总体上呈现震荡走弱态势。 

从历史上看，美元首次加息与随后第二次加息的平均间隔时间不超过 2个月，最长的

是 5个月，最短的是 20 天。而今年年初以来美联储已连续 5次暂缓加息，，目前已距离首

次加息已有八月有余。今年以来，市场对年内美元加息次数的预期，由年初的 3-4次，逐

渐转为 1-2次。 

图 1 历次美元加息 

 

资料来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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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经济复苏情况 

1、 美国就业  

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关注：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失业率、

劳动参与率以及薪资水平。 

非农就业人数反映的是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和增长情况。2016 年 1-8 月，美

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累计达 150万人，比去年同期的 188万人同比减少 20%。这主要是受

到 4、5 月份数据大幅减少的影响，特别是 5 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只有 3.8 万人水平，

创下 2010 年 9 月以来的最低记录。而 6 月份之后，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虽然开始回升，但

增幅却出现下降。8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意外降至 15.1万人，低于预期的 18万人。

从年初以来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来看，其数据波动较大，并且表现出较强的季节性特点。

年初美国非农就业人数相对强劲主要是由于零售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职位增加较多，4、5

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主要是由于采矿业、运输业、信息业和零售业职位大幅减

少，而 6-8月份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重新回归强劲主要是由于休闲旅游类和零售类职位增加

较大，这与夏季假期到来有关。 

作为滞后性指标，失业率是指失业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旨在衡量闲置中的劳动

产能，主要深受劳动市场供需以及经济循环之影响。美国失业率下降显示出美国劳动力市

场更加活跃，有助于维持更快的经济增长。2016 年以来美国失业率虽然保持低位，但是

下降速度有所放缓。此前美联储多位主席表示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在 5.0%的水平附近,目前

目前美国失业率连续持稳于 4.9%，已明显接近自然失业率的水平,继续改善空间不大。 

图 2 美国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 

尽管美国失业率保持低位，但劳动力参与率却保持低位。美国最新的非农就业报告显

示，8月美国劳动参与率继续持平于 62.8%,劳动力人口比例也依然持稳于 59.7%。美国劳

工统计局统计显示，美国劳动参与率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已下降超过 3 个百分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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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参与率下降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人口老龄化的自然结果。美国在二战后“婴儿潮”一

代步入老龄，加剧了劳动力的流失；二是由此导致的适龄劳动人口下降。特别是金融危机

后，部分失业人口长期找不到工作，放弃找工作，这部分人也构成了劳动力流失的很大一

部分比例。 

图 3 美国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 

薪资水平上，作为消费为主导的美国经济，居民整体薪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

消费的能力，而消费支出又和就业市场高度关联，进而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从

以往经验来看，通常在失业率大幅下降的同时，工资水平也会随之出现上涨。8月份美国

整体私人部门平均时薪从 7月的 25.70美元上升至 8月的 25.73美元，但薪资水平上升幅

度还是低于预期。薪资增长出现减速也将影响到美国通胀水平的回升。 

图 4 美国整体私人部门平均时薪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 

2、 美国通胀 

通胀上，2015 年美国加息之前，受能源价格广泛下行拖累, 美国的通胀率整体仍处

于低位徘徊，消费者物价仅轻微上涨，而剔除了食物和能源价格影响的核心 CPI则持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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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 2%水平之下。进入 2016年以来，美国的通胀情况依然不容乐观，通胀率整体仍处于

低位徘徊。尽管国际能源价格有所回升，但是美国通胀仍比较低迷。8月美国消费者物价

指数（CPI）环比增长 0.2%，同时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增长 0.3%，均好于预期。8月

份美国末季调 CPI 年率上升 1.1%，同样好于预期。8 月核心 CPI 年率上升 2.3%，为 2012

年下半年以来的最高点，连续 10个月高于美联储 2%的通胀目标。 

从分项数据上看，多数分项环比增速有所提升，房租和医疗成本的上升抵消了汽油价

格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过权重较大的住房价格环比增速略有下降，娱乐、个人计算机

速度不变，整体情况较佳。从美国 80 年代以来的 5 次加息周期看，在增长、就业和物价

等指标中，通胀是加息最主要的考量指标。从 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教育、

医疗和食品饮料价格上涨要快于核心 CPI。相比之下，房价和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要

落后于核心 CPI。年初以来，美国通胀情况有一定的改善，核心 CPI持续高于 2%，且呈现

走高趋势。 

图 5 美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开始高于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Bloomberg 

3、 美国房地产  

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去年的增长停滞以后，2016 年以来逐步回到正轨：新建住

房销售数据在摆脱了一季度严寒天气的影响后，二季度开始逐步发力，8 月份新建住房销

售环比取得 12.4%的增长；二季度美国房屋空置率继续维持在 1.7%水平，出租空置率由

7%下降至 6.7%，显示出对房屋的需求增加；新屋开工数基本保持在 500 万户水平以上，

不过在连续两个月增加后 8 月份迎来下滑，新屋开工下降 5.8%至 114.2 万户，显示出建

筑活动有所下降；8月份的营建许可与 7月持平，为 114万幢，但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2.3%，

营建许可数据也会影响到未来新屋开工数；库存短缺致美国成屋销售出现下滑，7月份成

屋销售销售下跌 3.2%至 539 万户，其中东北部、南部和中西部地区成屋销售下滑，而西

部地区出现增长；房价方面，今年以来美国房价均呈现上涨态势，但是房价上涨的幅度有

所走低。总体来看，今年以来美国房地产相对比较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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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处于低位的抵押贷款利率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需求得到提振。美国

楼市的复苏给经济带来提振的同时，也进一步支撑美国基准利率的正常化。不过美国房地

产市场也反映出了季节性特点。 

图 6 美国新建住宅销售 图 7：美国成屋销售 

  

资料来源：WIND资讯                 资料来源：WIND资讯 

三、 外围经济体影响 

目前美国加息决策仍受到海外风险的掣肘。2015 年以来，全球经济继续疲软，美元

也在加速回流，新兴国家动荡不安，货币政策调整也将更加频繁，由此带来汇率、利率的

急剧变化。而今年以来，尽管海外风险有降低，但是在英国退欧、全球加大刺激的背景下，

海外因素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依然较大，特别是目前英国退欧以及欧洲银行业风险仍

未完全消退，美联储在逆势加息的选择上仍有顾虑。 

目前全球央行宽松继续成为主流趋势。去年以来主要国家在货币政策上继续“任性”，

各国央行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表。而今年以来，各国在货币宽松上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日本

等国家采取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采取了降息、直接货币交易和量化宽松等举措。近期英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已纷纷降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近期虽然继续按兵不动，

但也存在宽松压力。全球宽松趋势和美国货币政策收紧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美元逆势加息

存在一定的风险。 

图 8 欧洲国家的信用违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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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loomberg 

四、 美联储官员态度 

美联储官员对加息的态度对 9月份议息会议的结果无疑有巨大的影响。9月份议息会

议拥有投票权的委员包括具有永久投票权的美联储主席耶伦、副主席 Stanley Fisher、

纽约联储主席 William Dudley、联储委员 Jerome Powell、联储委员 Lael Brainard 和联

储委员 Daniel Tarullo 以及具有 2016 年投票权的波士顿联储主席 Eric Rosengren、堪

萨尔斯城联储主席 Esther George、圣路易斯联储主席 James Bullard和克利夫兰联储主

席 Loretta Mester。 

从目前各委员的观点来看，鹰派阵营暂时占据上风，此前多位委员也已从鸽派转向鹰

派，美联储内部的天平已明显向“鹰派”倾斜，这也是近期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的直接原

因。在 FOMC 会议之前，美联储将进入缄默期，市场再难从美联储官员口中寻找加息与否

的蛛丝马迹。以下是各委员最新观点： 

美联储官员最新观点 

耶伦 美联储主席 
美国经济正朝着美联储两大目标前进，GDP 增

速足够推动劳动力市场继续改进，最近数月形

势令加息可能性增加。 

鹰派 

Stanley Fisher 美联储副主席 
耶伦的讲话与 FOMC今年加息两次的可能性相

一致，但 8 月非农数据可能影响加息路径。 
鹰派 

William Dudley 纽约联储主席 
我们正逐渐接近加息时间点。9 月份加息是有

可能的。联邦基金期货市场低估了加息的可能

性，并未准确反映联储的立场。 

中性 

Eric Rosengren 波士顿联储主席 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有合理理由收紧利率政策。 鹰派 

Esther George 堪萨尔斯城联储主席 
现在是美联储应该开始采取加息行动的时候

了。预计美国经济下半年表现将更为强劲，从

而帮助全年 GDP 增速达到 2%。 

鹰派 

James Bullard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 
美国经济增速似乎已经放缓至一个稳定状态，

即低于 2%的趋势变化率，失业率并未下降太

多，而通胀温和。这一最新表态预示利率会保

持低位，短期利率将仅提升至 0.63%。预计美

联储在未来两年半近加息一次。 

中性 

Loretta Mester 克利夫兰联储主席 
如果预期通胀正接近目标，而且经济已达充分

就业状态，我认为从目前极低的利率基础上进
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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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渐进加息“刻不容缓”。“先发制人”极其重

要。 

Jerome Powell 联储委员 
美国经济增长陷入困境的风险在增加，需要比

之前所预想的延长低利率政策。 
中性 

Lael Brainard 联储委员 
虽然经济取得进步，但劳动力市场改善对通胀

提升有限，美联储应谨慎不该过快加息 
鸽派 

Daniel Tarullo 联储委员 
不能排除今年加息的可能。不过在加息之前，

希望看到更多通胀持续上扬的信号。 
鸽派 

另外，美国总统大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11 月 8 日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将影响到未来

美联储货币政策，而在总统选举结果出炉之前，美联储料将保持谨慎。 

五、 美元加息概率 

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产品中，FedWatch 工具——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可以作为对

美联储加息可能性评估的一种重要参考。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是以美国 30 天期 500 万美元

的联邦基金为标的物的利率期货合约，它反映的是市场对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期。该

利率期货所计算出的加息概率体现了市场对未来加息的预期变化。根据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期货显示，美联储 12 月份加息概率要明显高于 9 月份。近期随着美国经济数据的变化以

及美国官员的言论影响，市场对美元加息预期发生较大变化。近一周来 9 月份加息概率由

8月底的 40%降为 22%，而 12月份加息概率由 35%升为 58%。 

图 10 九月份美元加息概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Bloomberg 

六、 总结 

年内美元能否再次加息无疑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2015年 12月美元的首

次加息使得金融危机以后维持了近七年的低利率时代结束，大类资产价格的进一步分化。

在美国就业市场持续改善、通胀缓步上行的背景下，美联储推迟加息的余地已相对有限。

虽然从目前条件看，美联储加息存在一定基础但不完全成熟，但年内加息仍是大概率事件。 

9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看点存在两点：一是美联储是否加息；二是美联储会议声明。

我们认为会议存在两种结果：一是美联储宣布加息，但在措辞上有可能比较温和，这也意

味着 12月份再次加息的可能性降低；二是美联储再次暂缓加息，但在措辞上会更加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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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 12月份美联储仍存在较大的加息可能。 

两种可能结果对大类资产的影响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相对于不加息，美联储若 9月

份加息，短期对市场有较大冲击，市场波动将放大。目前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均按兵不动，

若美联储加息将对各大央行以及新兴经济体产生冲击。加息有助于美元指数上行，但真实

利率上升将打压大宗商品价格，贵金属将继续承压，具有泡沫性质的美股将出现下跌，新

兴市场也将受到冲击。但中期来看可以视为利空出尽，在当前条件下美联储年内再次加息

可能性降低，后期大类资产价格将出现修正式走势。另外一种可能是美联储继续暂缓加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美联储会继续保持鹰派声明，但随之而来的是 12 月份存在加息可

能。我们认为暂缓加息短期会延缓市场恐慌心理，但后期大类资产仍将继续受到加息预期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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