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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10月海外宏观动态点评 

英国有协议脱欧既成，英镑上涨超 1% 
 
[Table_Summary] 
10 月 17 日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脱欧对英国、欧盟经济均已产生负面

影响，并可能在未来持续。贸易战缓和、脱欧协议落地使全球避险情绪有所

下降，黄金短期内有望下调。但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境下，黄金中期仍值得

配置。脱欧对英国和欧盟经济的负面作用仍将持续，资金将流出欧洲转向以

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 

 脱欧的重点在于处理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的边界问题，双方均不希望

设定硬边界。 

 脱欧对英国经济已有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且将在未来持续，但有协

议脱欧使得欧洲局势略为缓和。 

 脱欧同时也将拖累欧洲经济，加上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影响，未来欧洲经

济前景可能仍不乐观，失业率或将上升。 

 贸易战缓和与脱欧协议的产生令避险情绪下降，黄金短期仍可下调 

 风险提示：黄金上涨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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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 

据 BBC报道，10月 1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同时宣称，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

议。 

英镑兑美元上涨超 1%，英镑兑美元短线拉升收复 1.29 关口。欧股短线大幅拉涨，德国 DAX 指数涨

0.87%，英国富时 100指数涨 0.56%，欧洲斯托克 50指数涨 0.7%。美国股指期货大幅拉升。道指期货、

标普 500指数期货均涨 0.47%，纳指期货涨 0.53%。 

 

我们认为， 

1. 10月 14日英国女王在议会演讲上表示英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英国在 10月 31日前脱欧。这是

硬脱欧派的约翰逊自上台以来一直强调的目标。而谈判中最难的部分是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设

立关税边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表示，无法支持当前脱欧协议在关税方面的建议，在增值税上缺

乏明确性。于是英国只能让北爱尔兰继续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此后每隔四年由北爱尔兰

议会表决是否继续留在欧盟单一市场，若否决则北爱尔兰退出欧盟单一市场。这意味着若北爱尔兰

议会通过这一决议，北爱尔兰地区将同时属于英国和欧盟关税区。然而双关税区制度是史无前例的。

而欧盟方面希望英国接受前首相特蕾莎梅提出的北爱边境保障措施，即北爱尔兰退出欧盟关税同盟，

但英国其他地区运往北爱尔兰地区的商品仍执行欧盟的海关及关税规定。英国与欧盟谈判的重点落

在对北爱尔兰边界的处理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同属爱尔兰岛，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同属英国政

府管辖，1921 年爱尔兰脱离英国走向独立，而北爱尔兰留在英国。1973 年北爱尔兰公投通过继续留

在英国。虽然北爱和爱尔兰同宗同源，但宗教属性阻碍了二者的统一，大多数爱尔兰人信仰天主教，

而北爱尔兰和英国人则信仰基督新教。直至 1998年英爱两国签署《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和爱尔

兰才结束了因宗教冲突导致的长期暴力冲突。过去二十年间北爱和爱尔兰由于同属于欧盟关税同盟

和共同市场，双方在货物、人员流动方面自由，而如今英国脱欧意味着北爱和爱尔兰之间的软边界

可能会变成核查来往人员并征收货物关税的硬边界，双方将退回到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贸易关系中，

一方面英爱双方都不希望设定硬边界，这将给居民生活和贸易往来带来巨大障碍，另一方面英国也

无意加入任何欧盟关税同盟。 

2. 脱欧对英国经济已有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且将在未来持续，但有协议脱欧使得欧洲局势略为

缓和。2018 年以来英国 GDP 季度同比增速明显低于 2017 年四季度前的水平，今年二季度 GDP 增速

为 1.31%，前值为 2%，可见英国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受当时油价上升和英镑贬值影响，

2017年 11月英国 CPI同比增速曾达到峰值 3.1%，此后由于能源价格的下跌 CPI增速在波动中下降，

自 2019年以来在 2%左右震荡， 8月数据为 1.7%，低于 2%的目标值。 考虑到英国脱欧将造成的负面

影响，部分企业拟减少在英国的生产投入，英国 markit制造业 PMI自今年 5月开始持续五个月低于荣

枯线，6 月以来在 48 左右浮动。GFK 消费者信心指数自 2016 年 4 月以来始终为负值，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在-10以下波动，英国家庭和投资者对英国经济前景均感到担忧。当前英国的基准利率已处于

低位 0.75%，但经济仍然低迷，预计经济不景气形势将在未来持续。IMF预测 WTO框架下的英国欧盟

贸易将受关税等拖累，英国产出或将减少 5%至 8%。英国农民联合会表示欧盟工人入英工作的意愿

有所下降，今年 8 月农业工人的短缺率大约在 18%，工人短缺已成为阻碍英国农场业务持续运营的

重大威胁。欧洲汽车制造协会等 17个国家组织联合声明称英国脱欧将危及百万个工作岗位。欧盟成

员国在英投资和对英出口也有所下降，自 2016年公投以来德国对英国出口较 2015年下降 7%，往后

英国同欧盟其他国家的贸易框架需重新设定，将给英国贸易造成更多负面影响。英国 10年国债收益

率自 2014年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说明市场对英国经济前景所持态度不太乐观，因此均涌入长

期国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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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欧盟的经济发展前景同样也不容乐观。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态势显著，欧元区制造业 PMI值自今年 2

月开始已连续 8 个月低于 50，火车头德国制造业 PMI自今年 1月开始就已低于荣枯线并逐月下滑。

近期原油价格低迷导致欧元区 CPI同比自 2019年以来便始终低于 2%，9月同比仅录得 0.9%，通胀持

续疲软。欧洲经济受到内外夹击，欧洲经济基本面下行趋势明显，美国对欧盟加征关税加剧贸易摩

擦，英国脱欧和意大利政局的不确定性，诸多地缘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未来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部

分欧盟企业已关闭或计划关闭在英的一些工厂，脱欧已令汽车行业受到显著冲击，宝马等公司计划

将部分生产线移出英国，负面影响将蔓延到其他行业。英国脱欧意味着欧盟将失去其第二大经济体，

此后欧盟每年将失去至少 120 亿欧元的会费的预算收入。此外，在欧盟单一市场内劳动力可自由流

动，如今英国脱欧将导致大批在英的欧盟劳动力因工作签证问题被迫撤出英国，而回流至欧洲国家

的劳工短期内可能很难找到匹配的工作，或将导致欧洲失业率的上升。 

4. 另外，贸易战局势有所缓和，脱欧协议既成短期打压了避险情绪，黄金短期仍可下调。但明年来

看，由于全球经济下行，脱欧对英、欧均有负面作用，未来展望不佳，中期仍值得逢低配置。而脱

欧后的局势变化也会致使资金流出欧洲，且不是流入到已经开始有衰退信号的美国而是流入以中国

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风险提示：黄金上涨不及预期 

 

图表 1. 英国季度 GDP同比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2. 英国 CPI同比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3. 布油价格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4. 英国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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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英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6. 英国基准利率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7. 英国国债收益率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8. 欧元区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9. 德国制造业 PMI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图表 10. 欧元区 CPI同比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2019年 10月 18日 10月海外宏观动态点评 5 

图表 11. 伦敦现货黄金 

 
资料来源：万得，中银国际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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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声明 

 

本报告准确表述了证券分析师的个人观点。该证券分析师声明，本人未在公司内、外部机构兼任有损本人独立性与客

观性的其他职务，没有担任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也不拥有与该上市公司有关的任何

财务权益；本报告评论的上市公司或其它第三方都没有或没有承诺向本人提供与本报告有关的任何补偿或其它利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声明，将通过公司网站披露本公司授权公众媒体及其他机构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

告有关情况。如有投资者于未经授权的公众媒体看到或从其他机构获得本研究报告的，请慎重使用所获得的研究报告，

以防止被误导，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对其报告理解和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评级体系说明 

 

以报告发布日后公司股价/行业指数涨跌幅相对同期相关市场指数的涨跌幅的表现为基准： 

公司投资评级： 

买        入：预计该公司在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增        持：预计该公司在未来 6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        性：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减        持：预计该公司股价在未来 6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个月内表现强于基准指数； 

中        性：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个月内表现基本与基准指数持平； 

弱于大市：预计该行业指数在未来 6个月内表现弱于基准指数。 

未有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其他原因，未能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沪深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指数；新三板市场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或三板做市指数；香港市场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美股市场基准指数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或标普 500指数。 

 



 

 

风险提示及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分析师撰写并向特定客户发布。 

本报告发布的特定客户包括：1) 基金、保险、QFII、QDII 等能够充分理解证券研究报

告，具备专业信息处理能力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机构客户；2)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其可参考使用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的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团队可能以本报告为基础，整合形成证券投资顾

问服务建议或产品，提供给接受其证券投资顾问服务的客户。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以任何方式或渠道向除上述特定客户外的公司个人客

户提供本报告。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个人客户从任何外部渠道获得本报告

的，亦不应直接依据所获得的研究报告作出投资决策；需充分咨询证券投资顾问意

见，独立作出投资决策。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及

损失等。 

本报告内含保密信息，仅供收件人使用。阁下作为收件人，不得出于任何目的直接

或间接复制、派发或转发此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予任何其他人，或将此报告全部或

部分内容发表。如发现本研究报告被私自刊载或转发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及时采取维权措施，追究有关媒体或者机构的责任。所有本报告内使用的商标、

服务标记及标记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及关联公司（统称“中银

国际集团”）的商标、服务标记、注册商标或注册服务标记。 

本报告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材料或内容只提供给阁下作参考之用，并未考虑到任

何特别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或特殊需要，不能成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或认购证

券或其它金融票据的要约或邀请，亦不构成任何合约或承诺的基础。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不能确保本报告中提及的投资产品适合任何特定投资者。本报告的内

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阁下不会因为收到本报告而成为中银国际集团的客

户。阁下收到或阅读本报告须在承诺购买任何报告中所指之投资产品之前，就该投

资产品的适合性，包括阁下的特殊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及其特别需要寻求阁下相关

投资顾问的意见。 

尽管本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都是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证券分析师

从相信可靠的来源取得或达到，但撰写本报告的证券分析师或中银国际集团的任何

成员及其董事、高管、员工或其他任何个人（包括其关联方）都不能保证它们的准

确性或完整性。除非法律或规则规定必须承担的责任外，中银国际集团任何成员不

对使用本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对其中所包含的或讨论的信

息或意见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公平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阁下不应

单纯依靠本报告而取代个人的独立判断。本报告仅反映证券分析师在撰写本报告时

的设想、见解及分析方法。中银国际集团成员可发布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

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亦有可能采取与本报告观点不同的投资策略。为免生疑问，

本报告所载的观点并不代表中银国际集团成员的立场。 

本报告可能附载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本报告可能涉及到中银国际集团

本身网站以外的资料，中银国际集团未有参阅有关网站，也不对它们的内容负责。

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包括连接到中银国际集团网站的地址及超级链接）的目

的，纯粹为了阁下的方便及参考，连结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何部份。阁下

须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风险。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基于现状，不构成任何保证，可随时更改，毋须

提前通知。本报告不构成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建议或保证任何投资或策略适用

于阁下个别情况。本报告不能作为阁下私人投资的建议。 

过往的表现不能被视作将来表现的指示或保证，也不能代表或对将来表现做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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