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 Daily 
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2018/8/24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8/23收盤  

股市短評  

<澳洲> 澳洲政壇動盪未歇，今日又將再度面臨本周以來第二次總理信任

案投票，加上目前正值澳洲股市財報季，部分企業獲利展望下修，澳洲

股市拉回整理，終場澳洲股市下挫 0.21%至 6360.60 點。 

展望後市，目前已有 13 個澳洲內閣首長相繼表達辭意，澳洲政權不穩定

性升高，可能會在明年大選前提前換任。近年澳洲總理如走馬燈更換頻

繁，近 11 年已更換 5 位總理，長線對政策落實提升難度。投資回歸基本

面，近期澳股財報季登場，儘管多數企業 2018 年獲利數據亮眼，但對來

年展望相對保守，企業獲利預估略為下滑，對照現在澳股評價面已遠高

於過去十年均值，本行維持對澳股中性看法。 

<原物料> 受美中貿易第二波加徵關稅生效、美國總統川普面臨的政治危

機不確定性影響，昨日(8/23)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

數下跌，僅科技股在軟體服務類股上漲帶動下，上漲 0.17%，表現最

佳；原物料、金融指數下跌 0.66%、0.62%，表現較差。本週必何必拓

(BHP)公布 2018 年財報(2017/7~2018/6)，因大宗商品價格走高及金屬

礦產類產量成長，若扣除一次性費用支出，全年獲利為 89.3 億美元，優

於市場預期，對 2H18 展望，因預期費用支出節省延後，部分業務成本

上升，加上對美中貿易爭端的擔憂，下半年獲利將低於上半年。目前大

宗商品市場需求仍在，近期化工及農產品受高溫乾旱及進口國家匯率貶

值影響，採購成本提高，價格反彈，但受 8/23 美中貿易第二波加徵關稅

生效，金屬礦產及農產品價格下跌；受美中貿易爭端升級影響，進口關

稅提高，廠商有提前採購進口大宗商品現象，加上研究機構下調 2019 年

經濟成長率預估，可能影響未來需求。原物料指數與貿易戰議題影響相

關性高，若事件平和落幕，將維持 3Q18 原物料價格反彈格局，11 月需

求轉淡基調，然預期事件將持續的機率較高，本行對未來三個月 MSCI

原物料指數轉趨中性保守。 

<利率> 堪薩斯聯邦準備銀行總裁 George 對美國經濟保持樂觀態度，希

望基本利率接近 3％中性水準，George 為今年具投票權且為 FOMC 投

票委員中偏鷹派者，她闡明年底前再升息 2 次是合適的，且經濟表現允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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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8/23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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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下，明年可能還有數次的升息機會，但同時她也提到貿易戰和新興市

場經濟，可能成為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受中美雙方對 160 億美元商品互

課 25％關稅的貿易干擾影響，加上美國 8 月製造業 PMI 因運輸成本上升

及勞動力短缺，放緩至近 9 個月低位 54.5，但仍位於景氣榮枯線上方，

美 10 年公債利率在 2.83%持穩，市場靜待聯準會主席 Powell 發言。受

物價走揚及貿易戰影響新訂單，8 月歐元區製造業 PMI 下滑至 54.6。歐

洲央行 7 月利率決策會議紀錄提到，留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恐成為經濟

下行風險，將影響市場信心。德國央行總裁 Weidmann 提及歐央將會逐

步退出寬鬆貨幣政策，由於市場傳出德國總理梅克爾希望角逐具政治影

響力的歐盟執委會主席，而非歐洲央行總裁，立場偏鷹的 Weidmann 接

任歐央總裁可能性降低，讓市場暫時鬆一口氣，德 10 年公債利率持平至

0.34%。  

<Credit>新興國家地緣擾動持續，南非執政黨 ANC 正進行修憲來徵收

土地，川普發布相關土地爭奪及農民謀殺的推文，南非公債利率走高。

土耳其總統發言人表示，美國正對土國發動經濟戰爭。美方對俄羅斯祭

出最新制裁，俄國官員堅稱美國的懲罰性措施未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並將採取反制措施。美公債利率持穩及美元走強，預期在美國期中選舉

前貿易戰干擾續存，新興當地貨幣債波動放大，加上新興當地債存續期

間較長，有高息收需求以美高收債為首選。 

<匯市>   澳洲政府近日上演宮鬥戲碼，執政黨內對現任總理發起不信任

案投票，雖然第一次的投票未過門檻，但逼宮戲碼仍未結束，最快在今

(24)日會有第二輪的投票，結果可能會在中午左右揭曉，為澳洲政治投

下一顆震撼彈，澳幣受此影響下挫超過 0.5%。市場上的一個說法稱人民

幣貶值利大於弊，中國人民日報社旗下的證券時報昨(23)日評論認為此

說法不成立，中國應將穩定人民幣匯率，消除人民幣貶值預期為經濟政

策的重要部分。今日中美雙方如期對 16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市場反應不大。南非方面，川普發推特只是美國國務卿研究南非的土地

無償徵用令，市場擔憂美國有可能以此理由對南非進行制裁，南非幣抹

去昨日南非總統發言安撫市場情緒後帶來的漲幅，日內最多下跌 2%至

14.44。本週出爐的南非通膨數據大致符合預期，但逐漸接近南非央行設

定的通膨目標上緣，年內升息一碼的可能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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