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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中國>美朝會畫下完美句點，中國股市先跌後漲，盤中指數一度創一年新

低，但隨後在保險、醫療以及內需股帶動下，指數回神揚升 0.89%至

3079.8 點，中國國企指數小漲 0.28%至 12206.57 點。 

近期公布的中國經濟數據顯示景氣大致仍呈平穩樣貌，官方最新 5 月中國

製造業 PMI(採購經理人)竄升至八個月新高，進出口數據年增速優市場預

期，物價低位震盪。進一步檢視基本面，2018 年中國企業全年獲利增速可

望繳出 14%的雙位數成長，同時也是少數 2018 年盈餘增速上修國家。甫

資金面檢視，在新興市場面臨走資潮窘境，4、5 月藉由陸股通流入中國市

場的資金月均量較 2017 年翻倍成長。綜合評價面，中國股市預估本益比

已回至兩年前低點，本行研判上證指數 4、5 月底部磨底後可耐心等待指

數反彈揚升契機。 

 <金融>昨日全球 11 大產業類股漲跌互見，公用事業跌深反彈、科技產業持

續強勢上攻，而能源與金融產業表現則相對較差，因 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

週二公佈的月報顯示，該組織 5 月產量上升，此消息壓抑了能源類股走勢，

而近期於低點反彈的金融股也於昨日熄火。年至今全球金融股指數呈現負報

酬，是因美、歐金融股獲利能力逐漸出現明顯分歧，2017 年下半年美歐金融

股同步正向表現，但進入 2018 年後，重要獲利來源之一的貸款業務逐漸出

現分歧表現，美國的貸款成長率持續攀升，反觀歐洲(含英國)的貸款成長率

不是持續下滑，就是落入負成長。另，近四週以來，歐洲(含英國)金融股在

歐洲數據屢屢不如預期下也出現明顯的獲利預期下修，本行研判該分歧走勢

短期不易扭轉，故對北美地區的金融股仍抱持中性偏樂觀，但對歐洲(含英國)

金融股則持悲觀看法。 

<Rates 利率>公債市場交投清淡，市場靜待明後天美歐日央行利率會議

結果，觀望氣氛提升對於國庫券的需求，美國昨日標售 350 億一個月國庫

券投標倍數創 5 個月新高，今晚凌晨兩點鐘美國聯準會將公布利率會議結

果以及總體經濟展望，而升息方面目前利率期貨隱含升息機率高達 94%，

市場已充分反應，後續聚焦聯準會主席對於通膨超過 2%是否加速升息的

看法，以及聯準會官員利率點陣圖的結果，本行認為，昨日公布 5 月通膨

年增率來到 2.8%，聯準會必需繼續溝通物價中長期「對稱性」回到 2%的

固定收益  



Market Daily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6/12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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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物 料  

英國下議院通過了反對「退出歐盟法案」的修正案，該修正案提議，若政

府當初的脫歐計畫被議會拒絕，將賦予議員權利來制定新的退歐策略，而

英國下議院也通過維持 2019/3/29 作為脫歐最後期限，首相 May 所在的

保守黨沒有倒戈，維持目前的政局穩定，也降低極端硬脫歐的可能性，英

鎊盤中因而上揚。昨(12)日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聯準會主席 Powell 考慮

未來每次 FOMC 會議都要召開記者會，而非目前的 3、6、9、12 月的會

議才有記者會，他也謹慎地表示，眾所皆知近年慣例是有記者會的

FOMC 會議才會宣布政策利率的變動，但不希望這樣的變化會造成市場認

為聯準會為加快升息做準備，惟市場仍對此報導有較明顯的反應，期貨隱

含今年升息 4 次的機率有所提高，美元指數盤中最高上揚至 93.92，紐約

盤收盤則收在 93.8，通日上漲 0.2%，英鎊先前的漲幅也因美元轉強而收

斂，通日反下跌 0.1%。今日關注重點為聯準會會議，本行先前認為美元

指數震盪偏強至聯準會會議後將逐步回落，主要假設是聯準會今年將維持

3 次的升息速度，並不會加快，本次會議後的利率預估點陣圖(dot-plot)

為驗證本行先前想法的重要依據。而是否在本次會議中，確認未來每次會

議都將召開記者會，亦為關注重點 。 

外匯看板  

看法來降低貨幣政策對市場帶來的波動，並且繼續維持緩步升息的論調不

變。歐元區方面，經濟下行風險增溫將遞延退場時間，然而任何對於退場

的討論將帶動歐洲利率上行風險，在美國持續升息的環境中，利差終究將

對歐洲央行帶來壓力，時序接近購債到期時點歐洲央行勢必要釋出未來政

策展望，短線歐債利率風險增溫，波動預期加大。整體而言，本行維持歐

洲央行降低購債至少至年底的看法不變；美國方面，因長短天期利差已收

斂至 42 基點，聯準會在通膨預期未有太大變動的環境下將維持緩步升息

政策，本行維持今年升息三碼的看法，靜待今晚聯準會利率會議結果。 

<Credit 信用>川金會和平落幕，市場風險偏好稍回溫，昨(6/12)日美投

資級與高收益債價格分別小漲 0.04%及 0.09%，其中美國法院批准

AT&T 併購時代華納，通訊類投資級債利率下滑 2 點，也激勵美通訊類高

收債利率下滑 4 點至 6.7%，未來美通訊業併購案尚有迪士尼及 Comcast

兩家公司競購 21 世紀福斯將進行討論。美 FOMC 會議即將召開，新興債

表現分歧，新興當地債利率持穩在 5.25%，但新興美元債利率則走升 3 點

至 5.68%，其中新興美元投資級債與高收債利率分別上揚 1 點及 3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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