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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巴西> 

昨夜巴西股市收盤下挫約 4.5%，主要反應卡車司機罷工並封鎖交通要道的

活動未見結束，導致物流運輸受阻，造成食品、燃油等民生物資的生產與

供給出現問題。 

上周四巴西政府原已與卡車司機達成暫停罷工 15 天的協議，但最後罷工

仍然持續。特梅爾政府一方面派出軍警進行清場，一方面持續與司機代表

談判，週日再度釋出將柴油價格降價 46%，同時該價格將維持 60 天不變

的善意。巴西總統昨夜也親上火線向大眾宣示已說服卡車司機，預計週二

起交通就會逐步恢復。 

巴西股市近一週快速下跌主要反應市場擔憂罷工事件干擾所造成的不確定

性，倘若罷工能順利停止料短線市場有機會產生反彈行情。然進入 Q3

後，考量競選活動即將開跑，Q3 起選舉變數可能逐步開始在市場發酵，

不宜過度搶短，且中長期投資人可利用短線指數的反彈逐步調整部位。 

 <能源> 

昨日(5/28)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下跌，但跌幅多在

0.5%以內，僅地產平盤相對持穩。此外，布蘭特原油收盤來到 74.6 美

元，由於 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與俄羅斯正考慮增產，以填補委內瑞拉的

產量減少以及伊朗可能的減少，6 月 OPEC 例會或將有初步結論，使得油

價自高點回落下跌約 5%。本行先前已提及目前油價正在多空交錯，風險

攀升的地緣問題包含伊朗與委內瑞拉短期仍無法消弭，減產協議也同時面

臨再檢視的時點，然本行仍認為地緣風險威脅大於基本面，短期油價仍將

在 65-80 美元區間震盪。類股方面，雖然能源類股顯著反彈，然類股始終

未跟上油價水位，近一周類股再回跌約 5%，本行認為評價偏低且獲利持

續改善的優勢仍存，加以油價不致大幅回落，且將進入夏季用油旺季，能

源產業仍維持正向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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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 28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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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市> 

 自美國聯準會偏鴿的會議記錄公布後，今年升息四次的機率有所下滑，美

債殖利率下滑至 3%以下，美元整體升值動能稍有減弱，非美貨幣開始出

現分歧的表現，而非同步走弱。昨日表現最為弱勢的貨幣為歐元，受義大

利政治風波的影響，歐元昨(5/28)日再度重挫，逼近 1.16 整數關卡。先前

義大利五星運動黨和北方聯盟黨已達成共識，提名 Conte 出任總理，但義

大利總統拒絕 Conte 提出的 Paolo Savona 擔任經濟部長，理由 Paolo 

Savona 抱有歐元懷疑論的立場，義大利總統表明「不允許任何可能使義

大利邁向與歐盟衝突，並可能危及義大利歐元區會員身分的政策」。雖此

舉一度使義大利股市和歐元上揚，惟其後兩黨砲轟義大利總統之舉將引發

憲政危機，Conte 則宣布放棄組閣，義大利政局再現混亂，義大利股市轉

為下跌，歐元下挫。若義大利的政局始終難解，則即使美元強勢動能有所

減弱，歐元亦難在短時間內回復先前的強勢格局。 

外匯看板  

<Rates 利率> 

 美國市場昨日休市，主要焦點在歐洲政治發展，推升避險情緒上揚，德國

公債利率下跌。投資者對於義大利與西班牙分別面臨再度與提早大選的消

息感到不安，前者是右翼等反歐盟集結政黨或有勝選機會，後者則是對總

理的不信任投票極可能過關，雙雙打擊兩國的公債價格，利率大幅飆升，

使得德義兩國的利差接近歐債危機平息後的新高點。短線歐債利率風險增

溫，波動預期加大，德債應該還是最大的避風港。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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