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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俄羅斯> 昨夜俄羅斯股市收跌約 1.5%，主要受到美元匯率強勁帶動盧布

貶值 1.7%而拖累了美元計價的俄羅斯 RTS 指數表現。儘管美國財政部昨

宣布將出脫俄鋁等三家公司股票與債券資產的期限由 5/7 延長一個月至

6/6。然良好的美國就業數據與臨近聯準會利率決策令美元走強，盧布匯率

走勢承壓造成當地股價指數 MOEX 已回到制裁前位置，而盧布卻仍在制裁

以來的相對低點，導致 RTS 指數自低點反彈的速度較為緩和。 

本行研判，隨美俄淡化衝突的動作浮現，市場對制裁與地緣政治擔憂將逐

步緩和，俄股波動性也可望漸趨回落，短期盧布匯率走低亦有助提振出口

企業獲利。考量現階段基本面無虞、央行保持寬鬆、企業獲利成長、評價

面優勢等因素，若美俄關係持續改善則指數有望逐步反彈。 

<科技> 昨日(5/2)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回落，天然

資源族群表現相對持穩，原物料上漲 0.6%、能源上漲 0.3%，非循環型產

業表現遜色，核心消費下跌 1.3%、健護下跌 0.9%。科技產業近期財報亮

眼帶來支撐，MSCI 科技指數正挑戰收復月季年三均線，目前美國財報公

布狀況多帶來佳音，社群相關如 Facebook、半導體晶片大廠 AMD、TI 皆

帶來正向展望，連先前受到台積電對第二季保守展望壓力的 Apple，也帶

環球概覽  

 FOMC(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決議維持利率區間在1.5%~1.75%不變。

會後聲明稱勞動市場持續強勁，經濟活動適度擴張，稱整體與核心通

膨已接近2%目標；但預期通膨12個月移動平均將在2%附近，且刪除

委員會將持續關注通膨與經濟前景依舊強勁等內容。 

 歐元區Q1 GDP(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初值由前季修正過的2.8%降至

2.5%，符合預期。 

 ECB(歐洲央行)委員暨德國央行總裁Weidmann重申，貨幣政策正常化

需要耐心，但更重要的是，不應做出不必要的推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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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4/27。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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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物 料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美國聯準會利率會議維持利率不變，市場原預期因美國通膨近期走高，今

年升息次數可能提為四次，因此可能有較鷹派的語調，不過本次聲明刪除

了「經濟前景近幾個月走強」的文句，且未對通膨特別有向上的擔憂，因

此會後聲明公布後，美元指數反走弱。不過近期美元短線動能仍強，盤中

的走低吸引逢低美元買盤，紐約收盤美元指數仍上揚 0.1%，歐元兌美元維

持在 1.20 之下。本行維持未來 1 個月美元震盪反彈看法不變。 

<Rates> 美國聯準會的利率會議維持利率(1.50%-1.75%)不變，關注焦點

在於會後聲明中對於經濟成長的措辭稍有修正，刪除過去幾個月對經濟前

景走強的敘述，呼應文中對於去年第四季家計單位支出之強度有稍微放緩

的看法，然而企業固定投資成長轉趨強勁；未來 12 個月的通膨預期可望

在 2%的中期對稱目標水平下運行，與前次的文字提及通膨指標繼續低於

2%的內容亦作了修正，加入 “symmetric(對稱)”字眼意味短期通膨超越

2%目標不至於促使聯準會加速升息，對於通膨看法溫和，這也與本週甫公

布的核心 PCE(個人支出)年增率已達到 1.9%相呼應。整體而言，聯準會的

聲明稿僅出現小幅的微調(相似度 93%)，故市場對通年升息的次數多維持

三次，十年指標利率於聲明公布後在日內相對低檔遊走，顯示聯準會的決

策多符合市場預期，本行亦維持至年底的利率看法將到 3.1%不變。 

來正面營運展望，Apple 本次財報雖然如市場預期地在硬體銷售表現不

佳，但服務相關業務卻年增率達 31%帶來意外驚喜，顯示公司轉型還在順

暢的軌道上，加上宣布一千億美元的庫藏股計畫，近五日大漲 9%，一掃

先前市場對半導體以及科技產業的擔憂，2Q18 進入傳統上游半導體旺

季，短期雖受到貿易戰干擾壓抑，然本行基於:  1).產業獲利依舊強勁、2). 

新產品以及產業升級題材豐沛、3). 評價面歷經修正回到適中水位，本行中

長期維持正向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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