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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巴西>昨夜巴西股市收盤下挫約 2.5%，主要反應昨公布之最新選舉民調

領先者仍是極端派反改革人士。巴西指數在卡車司機罷工結束後連續 4 個

交易日出現反彈，昨在良好的工業生產數據支持下盤初小幅上漲。然隨盤

中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在魯拉未參選的情境下，領先的極端右派候選人

Bolsonaro 支持度不降反增，而中間改革派的候選人 Alckmin 與 Barbosa

等人則是遠遠落後。若後續選情改革派持續無法受到青睞而導致反改革人

士當選，新政府財政赤字可能無序擴大並拖累後續景氣。 

觀察後市，隨罷工順利停止、經濟恢復正常運作已開始帶動巴西指數出現

反彈走勢。然進入 3Q18 後，考量競選活動即將開跑，3Q 起選舉變數可

能逐步開始在市場發酵，中長期投資人可利用短線指數的反彈逐步調整部

位 。 

 <金融>昨日全球 11 大產業類股漲跌互見，上漲族群有科技、非核心消費、

原物料產業，APPLE(蘋果)持續創新高帶領科技類股走高，非核心消費也在指

標個股 AMAZON(亞馬遜)、NETFLIX(網飛)股價創新高下上攻，其餘下跌產

業中，以金融業、公用事業表現最為疲弱。因金融股短線風險仍未解除，從

6/1 最新各國景氣指標結果來看，僅美國的景氣趨勢較穩定，但歐洲與日本

的景氣趨勢仍下滑，歐洲景氣甚至退回至 2017 年 2 月水準，全球金融股指

數中歐洲金融股就占了約 15%(第二大占比)。由於短線的景氣尚無和緩跡

象，疊加先前的義大利、西班牙「政盪」，甚至是美歐貿易爭端等，皆有可

環球概覽  

 義國總理 Conte 表示，政府從未討論過退出歐元區；但重申希望通過提

振 GDP(國內生產毛額)增速以縮小與歐盟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差距並

減少債務，而非一昧採行撙節。 

 Bloomberg 引用知情人士稱，ECB(歐洲央行)總裁 Draghi 可能會在 6 月

14日會議討論逐步停止新增購債，且其可能會利用記者會暗示 ECB將於

7 月釋出 QE(量化寬鬆)計畫後續動向。 

 日銀副總裁若田部昌澄稱，日本央行有許多退出寬鬆政策的選項，準備

好在必要時推出；同時認為央行在決定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後，不會立刻

開始出售日本公債，僅會預先吸收過量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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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6/5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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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收盤  

原 物 料  

經歷了兩個多月的政治僵局，義大利終由五星運動黨和北方聯盟黨聯合組

閣成功，新總理 Conte 昨日在參議院首次公開發表談話，他對移民採取強

硬路線，且認為要降低公共債務必須透過成長來達成，而非靠撙節措施，

顯示新政府將採取較激進的財政政策，市場將關注月底義大利和歐盟的經

濟政策談判，昨(5)日義大利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上彈 25 點，對歐元產生

一定的壓力。不過 Conte 也表示離開歐元區不是新政府的目標，加以彭博

社報導歐元區官員表示，6 月的政策會議上或將有一個關於停止量化寬鬆

的關鍵討論，因此又帶動歐元走升，昨日通日升值 0.16%至 1.1718。本

行認為非美經濟數據近期已有回升的跡象，非美央行貨幣政策正常化的腳

步不變，因此維持美元下半年有走弱空間的看法。惟歐元區各國皆持有大

量的義大利國債，義大利公債利率的攀升將使得歐元區的金融條件較為收

緊，壓抑歐元的升勢，也將減緩美元走貶的速度。 

在過去兩個月美元反彈的過程中，南非幣在新興市場貨幣中並不顯得特別

弱勢，惟昨日公布南非第一季 GDP 季增年率，較前季下滑 2.2%，低於市

場預期不少，主要受農業、工廠和礦業產出下滑影響，私人消費受增值稅

和油價上揚影響，投資增長接下來在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南非幣昨

日貶值 1.6%至 12.770。南非接下來的經濟走勢考驗新任總統拉馬福薩所

給予的承諾，目前預期 USDZAR 在 13.00 會有阻力，目前應不致有更大

的波動。 

外匯看板  

<Rates 利率>澳洲央行昨(6/5)日維持利率不動於 1.5%。聲明中對於央行

兩大目標─降低失業率與促進通膨回到其訂立的區間水平之進展依舊表示

正向，不過也承認，此一進展的過程將是漸進式的；就期貨隱含的升息預

期來看，年底前政策的變動可能性低，二年期公債殖利率於近期隨拆借利

率彈升後，昨日小幅下挫 1.3 個基點。今日澳洲將公布第一季的經濟成長

率，預估將比前期更形轉佳，十年期公債利率或持續攀高，加上美債的長

率也重回上升階段，兩者的負利差又於近期出現擴大，故於短線見澳洲長

天期利率持續小幅走高的可能性大。 

固定收益  

能加重對景氣前景的風險，如此一來，更加提高金融股弱勢格局的機率與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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