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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中國>美中貿易紛擾出現轉機，兩國聯合聲明中有兩項具體成果，包括採取

措施減少美對中貿易逆差，美增加農產品與能源出口，以及中國加大修法保

護智慧財產權。中國股市高開，指數站回 3200 點關卡收升 0.64%至 3213.84

點，國企股市面臨獲利回吐壓力小跌 0.04%收 12349.61 點。 

展望後市，中美貿易紛擾就此畫上休止符尚言之過早，本行仍將繼續關注中

興案後續、301 條款的美國國內聽證程序是否暫緩，不過美中貿易衝突評估

對股價的最大衝擊已經過去。從中國 4 月經濟數據結果來看，景氣大抵仍維

持平穩樣貌。政策方面，監管政策落地且較原本市場預想寬鬆，政治會議也

隱含穩增長力度加大，符合本行對股政策先緊後鬆看法。搭配績優藍籌股評

價面已回近回至兩年前低點，外資資金買盤 4 月逢低卡位踴躍，本行維持對

中國股市中期正向展望。 

<金融>中美貿易爭端於出現重大突破，昨(5/21)日全球 11 大產業類股全數

收紅，其中又以成長型產業(如工業、科技)、天然資源型產業(如能源)漲幅較

為明顯，透露出中美貿易談判結果有助於成為日後經濟成長的催化劑。昨日

漲勢也包含金融股，回顧過去 2 個多月來，中美貿易爭端不時讓市場難以喘

息，壓得部份金融個股跌破年線後仍未站回，但全球金融股指數仍力守於年

線不破，主要在於產業中仍有強勢個股有低接買盤，使其股價仍在季線之上。

展望後市，景氣雖有降溫但不致轉趨衰退的基本情境，加上金融股仍是研判

景氣擴張、利率走升下，市場投資去向的口袋名單，如五月份美林經理人調

查報告就顯示經理人大幅加碼受惠利率上揚的銀行業，故藉此研判金融股的

長線多頭走勢應仍可期待。 

環球概覽  

 美財長 Mnuchin 稱，美國出口到中國將增加，上週美中最新貿易談判有

明顯的進展；並稱商務部長 Ross 下週將赴中國。另中興通訊的問題沒

有替代方案；且若與中國貿易談判未獲得美國所需，川普總統可重新實

施調升關稅。 

  ECB(歐洲央行)委員暨奧地利央行總裁Notwony 表示，目前義大利可能

成形的新內閣政見引發緊張情緒，但呼籲投資人應等待具體政策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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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2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5/18。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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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  

義大利偏向民粹主義的兩個政黨聯合組閣成功，雖目前義大利政府的聲明中

並未提出脫離歐盟的企圖，也未如謠傳提出減記債務的要求，不過投資人仍

觀望義大利政局發展，使歐元承壓，美元維持上週的強勢動能，昨(21)日亞

洲早盤美元指數便開始持續上攻，日內最高突破 94 的整數關卡，再創去

(2017)年底以來的新高。不過美元指數在突破 94 之後又大幅回撤，美國財政

部長接受專訪時表示「長期而言美元走強有利於美國，但不會評論美元的短

期行情」，此言論並未提供美元進一步突破的動力，美元自 94 回撤後，通

日僅微幅升值 0.04%。近期中美貿易談判有所進展，股市風險情緒降低，使

得對風險情緒較為敏感的商品貨幣有較大幅度的反彈，澳幣和加幣昨日分別

升值 0.95%和 0.75%。聯準會今年升息是否維持原先步調以及非美經濟數據

是否落底向上，將為美元今年是否回復偏弱走勢的重要觀察因子，因此本週

將公布聯準會的會議紀錄和歐日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將為本週較

為重要的關鍵因子 。 

<Rates 利率> 昨(21)日美國公債續跌，短天期殖利率加速走揚，中美貿易紛

爭暫時舒緩降低避險性買盤對公債的需求，加以本週美國發債量將較上週成

長 5.5%，長券標售量持續成長，供給面繼續為價格帶來壓力。聯準會方面，

費城聯邦儲備銀行行長 Harker(無投票權)昨日表示，如果通膨加速，今年再

升息 3 碼也是有可能的，同時亞特蘭大聯邦銀行行長 Bostic(有投票權)在不

同場合表示，今年美國通膨可能超過 2%目標，近期聯準會官員紛紛出面表

示對通貨膨漲與經濟成長併行向上的看法，並且對於年底通膨維持超過 2%

的看法幾乎達成共識，美國公債殖利率中長期向上的趨勢仍未改變。歐洲方

面，德債殖利率下行，十年期公債回到 0.52%，近期經濟數據不如預期加以

義大利政治風險提升的環境帶動買盤回流，本週歐元區聚焦義大利新任總理

上任對歐盟的政治方向，以及 23 日歐洲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5 月初值的

公布，週四則重新檢視歐洲央行 4 月份會議記錄，內容焦點落在第一季經濟

放緩的內容以及對未來的展望，短線德債利率仍有下行壓力。展望後續，中

美貿易紛爭暫時落幕帶動股市走揚亦進一步帶動信用利差收斂，惟短線美債

供給及消息面仍相對偏空，利率風險仍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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