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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昨 5/08 俄羅斯股市收跌約 1.02%，主要受到美元匯率強勁帶動盧布貶值，

且俄股收盤前市場傳言川普有可能延長核協議使油價盤中大跌共同拖累了

美元計價的(RTS)俄羅斯指數收盤表現。 

開盤受到近期美元上漲走勢強勁影響，俄羅斯盧布匯率承壓，也使得(RTS)俄

羅斯指數盤初走弱，此外，布蘭特油價在俄股收盤前受到傳言影響大幅下挫，

也使得俄股市最終收跌。最後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油價也收復原先跌

幅，料對今日俄股市有望產生一定支撐。 

本行研判，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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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獲利有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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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 

美東時間 5/8 川普正式宣布退出伊朗核武協議，昨日 11 大產業類股延續近

期的整理格局為多，僅科技、工業、金融小幅收漲。雖重啟對伊朗經濟制裁

的政治變數已抵定，但委內瑞拉的政治風險仍待評估，故地緣政治風險仍有

機會拉大能源類股的表現空間。另，面對市場擔憂美國升息會抑制全球經濟

表現的疑慮，美聯準會主席鮑威爾表示，成熟國家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對新興

市場的影響被過度解讀了，此翻言論也為昨日與景氣連動性高的金融股帶來

些許正能量，近期景氣雖有降溫但多為季節性因素而不致轉衰退下，短線上

金融股不排除會用時間換取空間而轉為盤整，但中長線的多頭走勢應仍可期

待。 

環球概覽  

 聯準會主席Powell在蘇黎世稱，聯準會將明確溝通其貨幣政策，避免金

融市場動盪；且稱聯準會對全球的影響不應被誇大，而新興經濟體應已

對美國升息與減資產做好準備。 

 日本3月受雇者整體薪資年增率從前月1.0%增至2.1%，高於市場預期；

實質薪資年增率從-0.8%揚至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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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 8 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5/4。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資料來源：Bloomberg, 截至 5/8收盤  

原 物 料  

<匯市> 

昨(8)日美國聯準會主席 Powell 在演說中表示，聯準會升息對全球金融市

場和新興市場的風險並沒有許多人想像中的大，但有些投資者可能尚未對

預期中的美國升息做好準備。市場解讀 Powell 的談話偏向鷹派，目前仍

有加快升息腳步的可能性，因而帶動美元指數再升破 93 整數關卡。義大

利政治方面的雜音，帶動歐元走低，亦為推升美元的因素之一。義大利兩

大在野黨均反對籌組中立政府，義大利甚至可能需再舉行一次大選。近期

市場信心略有不足，使資金有回流美元現象，促使美元維持反彈走強的動

能；而也因市場信心不足，與風險敏感性較為相關的商品貨幣再出現貶

勢，未能因近期原物料價格向上的趨勢而止貶，昨日加幣、澳紐幣均有不

小貶幅。市場高度關注聯準會接下來的動向，本行預期 6 月美國聯準會會

議前，美元將維持反彈走強的態勢不變。 

  

外匯看板  

<Rates 利率> 

 川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並且重啟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此消息擴大能源價

格的波動，帶動美國長天期公債殖利率上揚，美 10 年期公債上揚 3 個基

點(bp)至 2.98%。供需方面，財政部發行 385 億美元 3 年期公債，發行殖

利率 2.664%，高於前 6 次發行均值之 2.155%，美國政府在不同天期的公

債的發債量持續增加，同時聯準會逐季擴大退場金額，投資人對於持有公

債的收益需求亦因此上升，此供需結構將驅使整體利率上行趨勢不變。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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