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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就业强势，紧缩预期再升温 

——美国 6月非农就业数据点评 
 

[Table_Guide] 本报告导读：  

美国 6 月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劳动力市场紧俏一方面说明短期经济韧性仍在，另一

方面强化了“通胀-工资”的螺旋链条，使得短期内美联储紧缩预期处在高波动状态，

但三季度末随着经济走弱和通胀缓解，预计联储加息预期会趋势性走弱。 

摘要： 

[Table_Summary]  美国 6 月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失业率持平，劳动参与率小幅下降。

美国 6 月新增非农就业 37.2 万，预期 26.5 万，失业率与上月持平为

3.6%。劳动参与率小幅下降至 62.2%。6 月就业复苏具有较广泛的基

础，主要行业就业人数均继续增加。 

 时薪环比增速小幅下降，平均周工时与上月持平，职位空缺率仍处

于历史高位，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缺口约为 530 万人。平均时薪

环比小幅下降至 0.3%，同比涨幅下降至 5.1%。平均每周工时与上月

持平，为 34.5 小时，较疫情前水平高约 0.1 个小时，同时职位空缺

数和职位空缺率仍处于历史高位，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仍然偏紧，劳动

市场缺口仍有约 530 万人。虽然近期一些公司宣布裁员计划，但裁员

主要集中在房地产、科技等对利率敏感的行业，且与整体就业形势相

比，规模相对较小，不足以否定美国劳动力市场十分紧俏的现状。 

 前期美国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均不及预期，再次强化市场对经济

衰退的担忧，衰退的风险可能更高、时点更加提前，并进而引发以大

宗商品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出现大幅下挫。在俄乌冲突扰动的背景下，

预期更加混乱，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信号失

真的可能性更大，不能单纯由铜/油比、金/油比等资产价格波动来确

定当前是否已经陷入衰退，而更应该回归实际经济数据。 

 美国年内陷入实质性衰退的概率仍然较低，但明年衰退已成为大概

率事件，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技术性衰退是指连续两个季度 GDP

环比为负，但由于净出口、存货等分项波动较大，并不能完全代表经

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为此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会参照非农就

业、扣除转移支付的实际个人收入、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实际销售额、

工业生产指标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实质性衰退进行定义，实质性衰退

更能代表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而当前美国居民和企业资产负债表仍

然较为健康，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失业率仍处于历史低位、职位空

缺率仍处于历史高位，年内陷入实质性衰退的概率仍然较低。 

 非农就业强劲，短期内美联储仍鹰派难改，但三季度末随着经济基

本面的逐步走弱和通胀的逐步缓解（虽然缓慢），叠加货币政策的滞

后效应，预计联储加息预期会趋势性走弱。劳动力市场紧俏从两方面

支撑联储短期内维持鹰派，一方面是紧俏的劳动力市场说明经济韧性

仍然较强，能够“扛得住”加息导致的需求放缓；另一方面是紧俏的

劳动力市场意味着薪资上涨压力仍然较大，强化“通胀-工资”的螺

旋链条（尤其服务业通胀），增加通胀压力。劳动力市场缺口的持续

存在，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胀高粘性，我们认为短期内美联储仍然鹰派

难改，7 月议息会议大概率加息 75BP，在通胀高粘性背景下，年内暂

停加息的概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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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农就业延续强势，劳动力市场缺口仍然较大 

 

非农就业数据延续强劲，6 月新增非农就业 37.2 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 26.5 万人，

前值 38.4 万人（修正后）。失业率与上月持平，为 3.6%，与市场预期一致，但劳

动参与率小幅下降 0.1 个百分点至 62.2%。 

 

从就业结构来看，6 月就业复苏具有较广泛的基础，主要行业就业人数均继续增

加。本次新增就业主要来自于教育和保健（+10 万）、专业和商业服务（+7 万）、

休闲与酒店（+7 万）等，其余行业就业规模也都有所扩大。 

 

图 1:新增非农就业 37.2 万人，高于预期的 26.5 万人        图 2：失业率与上月持平为 3.6%，劳动参与率小幅下降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3: 教育和保健、专业和商业服务是主要贡献项         图 4：登记失业人数约 591 万人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时薪环比增速小幅下降，平均周工时与上月持平，职位空缺率仍处于历史高位，

劳动力市场仍然偏紧，劳动力市场缺口约为 530 万。6 月劳动参与率小幅下降 0.1

个百分点至62.2%，仍较疫情前低约1.1%。平均每周工时与上月持平为34.5小时，

仍高于疫情前水平（约 34.4 小时）。5 月份职位空缺率小幅下降至 6.9%，但仍处

于历史高位，反映出劳动力市场需求仍然旺盛。较低的劳动参与率、较高职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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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率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仍然偏紧，劳动力市场缺口约为 530 万。平均时薪环比增

速小幅下降 0.1 个百分点至 0.3%，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至 5.1%。 

 

图 5:平均时薪环比小幅下降至 0.3%，同比涨幅 5.1% 图 6：平均每周工时与上月持平，为 34.5 小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7: 5 月职位空缺率下降至 6.9%，但仍处于历史高位 图 8：美国当前劳动市场缺口约 530 万人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 衰退预期的自我实现——数据的现实与交易的预期 

 

前期美国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均不及预期，引发市场再次强化对经济衰退的担

忧，衰退的风险可能更高、时间点更加提前，并进而引发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资

产价格出现大幅下挫。但我们认为，资产价格是“果”，而非“因”，尤其在俄乌

冲突扰动的背景下，预期更加混乱，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波动更加剧烈，

信号失真的可能性更大，不能单纯由铜/油比、金/油比等资产价格波动来确定当

前是否已经陷入衰退，而更应该回归实际的经济数据。 

 

前期美国公布的系列经济数据，出现明显下滑，引发了市场的担忧。具体而言： 

 6 月 25，6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到 50.0，前值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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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9 日，公布一季度 GDP 修正值，GDP 下修 0.1 个百分点至-1.6%，消费

下修 1.2 个百分点至 1.8%，设备投资上修 0.7 个百分点至 14.1%，国内私人

终端购买下修 0.9 个百分点至 3.0%，存货对 GDP 的拖累由-1.1 上修至-0.4%。 

 6 月 30 日，公布 5 月消费数据环比下跌 0.4%，商品跌 1.6%，耐用品跌 3.5%，

非耐品跌 0.6%，然而服务涨 0.3%。 

 7 月 1 日，6 月 ISM 制造业 PMI 指数回落到 53.0%，前值 56.1%。 

 

图 9：美国消费整体回落，但服务消费仍有一定韧性 图 10：美国 PMI 和消费信心快速走弱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一系列经济数据不及预期，引发市场再次强化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进而引发大宗

商品价格的大幅度调整。布伦特原油从 6 月初的高点 123 美元/桶一度盘中跌破

100 美元/桶，COMEX 铜也接连下跌从 6 月高点 4.5465 美元/磅跌到 3.4445 美元/

磅。相应，美债名义收益率也快速从 6 月中旬的高点 3.49%快速回落到 7 月初低

点 2.82%。资产价格的快速波动，进一步冲击了市场的信心，导致市场的衰退担

忧加深。 

 

图 11：经济衰退风险上升，铜/油比、金/油比快速回落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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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认为短期资产价格的变动不仅受到基本面因素的影响，更受到市场情

绪、微观交易结构等因素影响，容易过度反应。特别是在当前各类资产价格运行

受到俄乌冲突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信号的失真。具体而言： 

 

第一，美元的快速走强对以美元定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构成冲击。一方面美联

储加息导致资金回流，推升美元升值，另一方面，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尤其是与

欧洲，欧洲的经济较美国更为脆弱，政策收紧的掣肘更多，因此欧美之间的经济

差和政策差较大，进而导致美元的走强。 

 

第二，当前的大宗商品特别是油价受到俄乌局势影响较大。相比于原油期货价格

的剧烈波动，美国终端油价相对稳定，更多体现了基本面的支撑。 

 

第三，从美债的收益率曲线来看，近期 10 年期-2 年期和 10 年期-3 个月期美债收

益率均出现快速下行，其中 10 年期-2 年期还出现倒挂，显示市场衰退预期持续

发酵，但更值得关注的 10 年-3 个月美债收益率，当前仍然有超过 100BP 的空间，

显示短期内美国经济仍显示一定韧性，距离实质性衰退仍有一段距离（收益率曲

线倒挂后 6-18 月）。 

 

图 12：期货价格短期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更大 图 13：10y-3m 美债期限利差目前仍有 100BP 的空间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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