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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劳工部 10 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消
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7.7%，核心 CPI 同比上
涨 6.3%，均低于市场预期。分项来看，商品价格加
速回落抵消了服务价格的韧性。

加大
——美国 10 月 CPI 数据点评

尽管美国 10 月 CPI 超预期回落尚不足以支撑美
联储政策实质性转向，但由于在紧缩政策下通胀终
现较明显回落，10 月 CPI 数据有助于消除市场的不
确定性，令美联储与市场之间更能形成较为一致的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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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 CPI 公布后，美股和黄金直线拉升，美
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快速跳水，人民币则升至 7.1
左右。后续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的放缓以及政策不
确定性的降低，美元指数大幅上行空间或也将有限，
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将进一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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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CPI 超预期回落，放缓加息概率进一步加大
——美国 10 月 CPI 数据点评
温彬 李鑫

事件
美国劳工部 10 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7.7%，核心 CPI 同比上涨 6.3%，均低于市场预期。

一、美国 10 月 CPI 低于预期，商品价格加速回落抵消服
务价格韧性
11 月 10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消费
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 7.7%，低于前值 8.2%和预期 7.9%，
创近 9 个月新低；核心 CPI 同比上涨 6.3%，同样低于前值 6.6%
和预期 6.5%。10 月 CPI 环比 0.4%，持平前值，但低于预期；核
心 CPI 环比 0.3%，低于前值和预期。
商品价格加速回落抵消了服务价格的韧性。分项来看，能源
分项同比 17.6%，明显低于 9 月的 19.9%，已连续 4 个月同比回
落，不过环比上涨 1.8%，结束此前连续三个月下滑势头；食品
分项同比涨幅仍高达 10.9%，但小幅低于 9 月的 11.2%，同时环
比 0.6%是年初以来最低水平。从核心 CPI 来看，同比增速依然
由服务价格贡献，但商品价格的加速回落抵消了服务价格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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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方面，服装、家电、新车和二手车等商品价格均在回落，
其中二手车由-1.1%降至-2.4%最为显著，且为连续第四个月下跌，
与 Manheim 二手车指数筑顶后加速回落的趋势一致，显示经济
已出现明显降温。服务价格方面，核心服务价格同比涨幅和前值
持平，但是环比从前值的 0.8%放缓至 0.5%，其中包括医疗费用
等在内的大部分核心服务价格环比均出现放缓。占 CPI 比重约三
分之一的居住成本仍是通胀最大的推动因素，其环比涨幅由上月
的 0.7%扩大至 0.8%，创 1990 年 9 月以来最大涨幅。不过鉴于美
国房地产销售在今年以来大幅降温，标普/CS20 个大中城市房价
指数同比增速在 4 月见顶回落，租金通胀或也离顶部不远。
总体来看，美国 10 月通胀数据低于市场普遍预期，尤其是
核心通胀环比增速减弱，或表明美国通胀形势已开始好转。

二、CPI 回落尚不能支撑政策转向，但可一定程度上消
除不确定性
CPI 数据公布后，
市场对美联储放缓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增强。
根据 Fedwatch，目前市场预期 12 月加息 75 个基点的概率已由一
天前的 43.2%骤降至 14.6%，加息 50 个基点的概率则由 56.8%上
升至 85.4%；同时市场对明年美联储基准利率上限最大概率预测
值也已从 5.25%左右回落至 5%左右。总体看，市场预期美国加
息步伐将有所放缓，但预期放缓的幅度其实并不很大。
10 月 CPI 超预期回落尚不足以支撑美联储政策实质性转向。
确实有多名美联储官员表态支持放缓加息步伐，但同时也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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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高通胀的决心。例如，堪萨斯联储主席乔治称，消费物价指
数在下降，但仍然高得令人不安；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称，美国
通胀数据是“好消息”，但 7.7%的通胀率“缓解作用有限”，远谈不
上胜利。一方面，即便是 7.7%的通胀率仍然远高于美联储 2%的
目标水平，另一方面，从前几日公布的非农数据来看，尽管失业
率有所上升，但非农就业人数、时薪增速表现均好于预期，工资
-通胀螺旋隐忧仍存。此外，诚如鲍威尔在 11 月议息会议后的讲
话中所言，美联储最担心的是犯紧缩程度不够的错误。因此不能
指望美联储会依据一个月的 CPI 数据就确认美国通胀的拐点，但
所幸在 12 月议息会议前还有一次机会来确认。
10 月美国 CPI 数据的最大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市场
的不确定性。此前在美联储连续三次大幅加息 75 个基点的情况
下，美国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这使得市场和美联储都处于极度
的不确定状态中，没有人知道政策力度需要加大到何种程度才能
见效，故市场对于一切信息都变得极度敏感，各类资产价格也均
出现大幅波动。尽管 10 月 CPI 回落速度超预期，但在紧缩政策
下通胀终现较明显回落，这本身却符合人们对经济的常识判断。
如果后面通胀回落被进一步确认，则美联储与市场之间将会更容
易形成较为一致的预期，从而降低超预期政策对市场带来的扰动。

三、未来美联储大概率放缓加息节奏，人民币贬值压力
进一步减弱
在美国 CPI 公布后，美股和黄金直线拉升，美元指数和美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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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快速跳水。截至收盘，标普 500 指数上涨 5.5%，纳斯达
克指数上涨 7.4%，10Y 美债收益率下行 26bp 至 3.8%，美元指数
下跌 2.3%至 107.9，现货黄金上涨 2.9%至 1755 美元/盎司。随着
美元指数大幅走弱，人民币 11 日也大幅反弹，截至下午 4 时，
在岸人民币升至 7.1 左右。
市场如此表现或许并不仅仅是对预期美联储加息稍有放缓
的反应，更多是对政策不确定性减弱的反应。实际上自 11 月议
息会议后，市场就已经对美联储放缓加息有了初步的预期，从目
前来看，与 11 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声明以及鲍威尔的表态相比，
市场对后续美联储加息节奏的预期总体上并没有太大的调整，但
10 月 CPI 回落确实使市场认为美联储未来政策的可预测性有所
增强。目前总体判断：12 月美联储大概率将加息幅度缩小为 50
个基点，2023 年会进一步缩小，终端利率水平或将在 5%左右，
同时会在终端利率水平上停留较长时间。美联储货币政策实质性
转向仍有待于通过更多数据来确认通胀拐点，因此 12 月议息会
议前的通胀和就业数据依然值得关注。
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的放缓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美元
指数大幅上行空间或也将有限，这将使得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
力将进一步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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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研究成果

1. 2022 年四季度展望系列之一：国内经济有望延续温和复苏
（2022 年 10 月 17 日）
2. 2022 年四季度展望系列之二：全球经济：遏制通胀的衰退处
方（2022 年 10 月 21 日）
3. 2022 年四季度展望系列之三：内外周期错位下的信贷、金融
市场运行及大类资产配置策略（2022 年 10 月 21 日）
4. 专项债结存限额密集发行（2022 年 11 月 2 日）
5. 美联储加息 75bp 符合预期，后续加息节奏或将放缓（2022
年 11 月 4 日）
6. 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吗？——9 大领先指标观察（2022 年
11 月 4 日）
7. 物价涨幅同比回落，需求不足仍是主要矛盾（2022 年 11 月
10 日）
8. 经济修复动能仍显不足，11 月债市预计低位震荡（2022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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