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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如期开启“缩表”，美元面临新一轮上涨 

——9 月 21 日 FOMC 会议声明点评 

事项： 

9 月 21 日美联储公布 9 月 FOMC 会议决议，维持 1.00-1.25%利率不变，并维持点

阵图预测的加息节奏不变，正式宣布 10 月启动“缩表”。开启“缩表”符合市场

预期，但点阵图预测年内还有一次加息，较市场预期更加鹰派。声明公布后，美

元指数大幅上升 0.7%至 92.5，10 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 4 个基点至 2.28%，离岸

人民币贬值 200 基点至 6.5850，黄金价格自日内高位下跌近 15 美元至 1305 美元

/盎司，美股小幅震荡，原油价格小幅波动。 

要点： 

1．维持利率不变，开启“缩表”，符合预期。市场在本次 FOMC 会议前，对美联

储停止加息并开启缩表做了比较充分的预期，但“缩表”的正式实施，以及点阵

图预测的加息节奏，依然对市场产生明显影响，美元指数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

上涨，黄金下跌。 

2. 点阵图蕴含的 2017 和 2018 年的加息次数不变，较市场预期偏鹰。此前，由

于通胀数据普遍低于预期，并且飓风等临时性因素可能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市

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在 12 月份暂停加息，从而调整点阵图的加息节奏。但最终

点阵图结果显示，对与 2017 年是否继续加息的预测上， 15 人的预测中、4 人选

择不加息、10 人选择再加息 25 基点、1 人选择加息 50 基点，中位数仍为加息 25

基点，明显较市场预期偏鹰。 

3. 正式宣布 10 月份开始实施“缩表”，节奏符合前期公布细节。会议正式宣布

将在 10 月开始实施“缩表”，缩表的上限按照前期公布进行。从美联储最新公布

的持有债券到期期限结构来看，10 月份开始实施缩表的话，到今年年底，大概

最大可以缩表 204 亿美元（180 亿美元的国债+23.66 亿美元的机构债）。纽联储

负责具体实施再投资操作，对于国债，超过上限的部分，将根据持有的剩下国债

的到期期限的比例进行再投资；对于机构债，超过上限的部分，将集中通过购买

TBA 市场最新发行的机构债进行再投资，并在每个月的第 9 个工作日左右公布计

划再投资的金额（例如 10 月 13 日将第一次公布该数字）。 

4. 增长预测小幅上修，失业率和通胀预期下修。本次公布的 SEP 显示，在中值

预测上，美联储上调 2017 年实际 GDP 增速至 2.4%，下调未来二年（2018/2019）

的失业率预测为 4.1%，下调 2018 年 PCE 和核心 PCE 通胀预期为 1.9%，下调 2019

年利率终值为 2.7%。 

5. “缩表”的正式开启，预计将带来新一轮的美元上涨。一方面，从本次 FOMC

会议的声明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仍将进一步收紧，同时“缩表”将事实性推升

美债收益率。另一方面，市场对欧元区的货币收紧定价也相对比较充分，但欧元

区的经济增长以及通胀上升的可持续性，对全球贸易复苏的依赖性较高。全球贸

易的改善，随着中美名义 GDP 增速的下行，可能趋于走弱，这将令欧元区经济复

苏转弱，从而影响欧央行决策，并压低德债收益率，美德国债利差可能转向走

扩，美元指数或在四季度迎来一波“衰退型上涨”。 

风险提示：美联储加息速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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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如下： 

 

1. 维持利率不变，开启“缩表”，符合预期。市场在本次 FOMC 会议
前，对美联储停止加息并开启缩表做了比较充分的预期，联邦利率期

货蕴含的加息概率接近 0%的水平。但“缩表”的正式实施，以及点

阵图预测的加息节奏，依然对市场产生明显影响，美元指数和美国国

债收益率大幅上涨，黄金下跌。 

2. 点阵图蕴含的 2017 和 2018 年的加息次数不变，较市场预期偏鹰。

此前，由于通胀数据普遍低于预期，并且飓风等临时性因素可能对经

济造成不利影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在 12 月份暂停加息，从而

调整点阵图的加息节奏。但最终点阵图结果显示，对与 2017 年是否

继续加息的预测上， 15 人的预测中、4 人选择不加息、10 人选择再

加息 25 基点、1 人选择加息 50 基点，中位数仍为加息 25 基点，明

显较市场预期偏鹰。 

3. 正式宣布 10 月份开始实施“缩表”，节奏符合前期公布细节。会
议正式宣布将在 10 月开始实施“缩表”，缩表的上限按照前期公布进

行，即国债最开始 3 个月，每个月做多缩 60 亿美元；联邦机构债和

MBS 债每个月做多缩 40 亿美元；该上限每 3 个月增加一次，其中国

债每次增加 60 亿美元，机构债（包括联邦机构债和 MBS）每次增加
40 亿美元，直至国债达到每月 300 亿美元，机构债达到每月 200 亿

美元。从美联储最新公布的持有债券到期期限结构来看，10 月份开

始实施缩表的话，到今年年底，大概最大可以缩表 204 亿美元（180

亿美元的国债+23.66 亿美元的机构债）。纽联储负责具体实施再投资

操作，对于国债，超过上限的部分，将根据持有的剩下国债的到期期

限的比例进行再投资；对于机构债，超过上限的部分，将集中通过购

买 TBA 市场最新发行的机构债进行再投资，并在每个月的第 9 个工作

日左右公布计划再投资的金额（例如 10 月 13 日将第一次公布该数

字）。 

4. 增长预测小幅上修，失业率和通胀预期下修。本次公布的 SEP 显

示，在中值预测上，美联储上调 2017 年实际 GDP 增速至 2.4%（上次

为 2.2%），下调未来二年（2018/2019）的失业率预测为 4.1%（上次
均为 4.2%），下调 2018 年 PCE 和核心 PCE 通胀预期为 1.9%（上次为

2.0%），下调 2019 年利率终值为 2.7%（上次为 2.9%）。 

5. “缩表”的正式开启，预计将带来新一轮的美元上涨。一方面，

从本次 FOMC 会议的声明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仍将进一步收紧，同

时“缩表”将事实性推升美债收益率。另一方面，市场对欧元区的货

币收紧定价也相对比较充分，但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以及通胀上升的可

持续性，对全球贸易复苏的依赖性较高。全球贸易的改善，随着中美

名义 GDP 增速的下行，可能趋于走弱，这将令欧元区经济复苏转弱，

从而影响欧央行决策，并压低德债收益率，美德国债利差可能转向走

扩，美元指数或在四季度迎来一波“衰退型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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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9 月 FOMC 会议点阵图显示，美联储预计年内还将加息 25 基点 

 
来源：Fe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2： 9 月 FOMC会议 SEP 显示经济增长小幅上修，失业率和通胀预期下修 

 
来源：Fed，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 3： 美联储持有债券到期 期限结构，时间：9月 13日，单位：百万美元 

到期期限 15 天以内 16-90 天 91 天-1 年 1-5 年 5-10 年 10 年以上 总计 

国债 0 38,559 323,378 1,144,904 325,435 633,193 2,465,469 

联邦机构债 0 2,366 1,982 62 0 2,347 6,757 

MBS 0 0 1 93 17,608 1,764,644 1,782,346 

总计 0 40,925 325,361 1,145,059 343,043 2,400,184 4,254,572 
 

来源：Fe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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