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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巴西> 

週一(8/27)隨美墨針對 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修改達成共識的消息

出現，帶動全球股市因風險偏好回升而出現反彈，巴西也不例外。但昨

日投資人焦點則是再度回到當地選舉問題而出現回落。 

上週末仍陸續公布最新民調，結果與先前的狀況差異不大，魯拉仍是民

調最高者，其次則是極右派的 Bolsonaro，市場青睞的改革派 Alckmin

民調還是僅有個位數，若持續未能推進至民調前兩名，改革派候選人要

擠進第二輪投票的機會恐將受到壓縮，這也意味後續巴西政府的財政風

險持續攀升。巴西里爾匯率昨夜也是再度走貶，儘管美元近日已快速跌

落至 95 下方，巴西里爾仍然持續創 2016 年 2 月以來的最低水準，昨天

甚至收在今年新低 4.1374 里爾的水準，代表資金外流壓力持續提升，貶

值也不利於後續景氣與企業獲利。 

考量巴西經濟成長動能預期僅為年初的一半，加上里爾續創新低也將對

後續景氣與企業獲利產生負面影響，料股市反彈力道有限。此外，競選

活動開始後市場也會更加聚焦相關民調，股市波動度恐逐步加大。  

<地產股> 

昨日(8/28)全球 11 大產業類股指數漲跌互見，因風險偏好回溫，下跌的

族群集中在防禦型產業上，如公用事業、核心消費、電信等。上漲的族

群中，以地產漲幅最大，原物料次之。昨日(8/28)美國公佈標普/凱斯席

勒 6 月房價指數年增率雖低於前月，也低於市場預期，但美國房價走高

趨勢並未扭轉只是成長力道趨緩。雖因高房價持續在抑制市場需求，但

房市供給(庫存)也同樣持續偏低，在供需狀況未失衡下，促使房價維持高

檔。 

展望地產業後市，貿易戰美中問題仍未解，料將持續影響心理層面及壓

抑殖利率，加上資產間表現分歧所提高的投資難度，有助提高與物價連

動高且有固定租金收益地產股吸引力，又全球經濟前景仍分歧下，全球

貨幣緊縮趨勢暫減速，令殖利率大幅攀升機率降，讓地產指數更有機會

緩步墊高，故本行樂觀看待地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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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8/28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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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收盤  

原 物 料  

外匯看板  

<利率>  

美國財政部昨天標售五年期公債，此天期的規模乃 2010 年 7 月以來最

大，從得標利率與標售前的二級市場一致狀況可知，投資人的需求依舊

強勁，標售結果出爐後，利率小幅走高，輔以美國與加拿大或也可能簽

署貿易協議的消息持續壓低避險情緒，終場美債價格下跌，十年期公債

利率上揚 3.5 個基點來到 2.886%。 

歐洲債市部分，德債十年期利率的變動不大，小幅回跌至 0.38%，盤中

義大利公債的波動較大，早盤投資人依舊憂心赤字的惡化使得十年期義

大利債券利率觸及 3.19%，尾盤見買盤進場，價格由跌轉升，但這般大

起大落仍說明了市場對義大利接續的發展存有擔憂，因此安全性高的德

國公債需求不墜，短線噪音干擾下，或見資金持續流入德債，德債利率

短線難大幅上揚。  

<匯市>    

美元指數昨(8/28)日早盤延續先前的修正態勢，不過由於美國經濟數據

表現強勁，美國 8 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創下近 18 年來新高，使美元指數大

致收復早盤的跌幅，通日小幅下滑 0.06%。美元指數的成分中，歐元升

值 0.15%至 1.1695，英鎊和日圓分別小幅走貶 0.15%和 0.1%，本行維

持第三季美元指數高檔震盪的看法不變。 

新興市場方面，先前美墨達成協議的消息使墨西哥披索大漲，但昨日又

再重拾跌勢，巴西里爾亦維持偏貶走勢，使得拉美貨幣指數昨日下滑

1.4%，月至今下滑 5.9%。整體而言，雖成分中僅包含成熟貨幣的 DXY

美元指數，先前突破本行的預估區間上緣，不過升勢很快放緩，但新興

市場貨幣波動程度仍大，新興市場貨幣的波動度相對於成熟市場貨幣的

波動度來到 2009 年以來最高，仍須慎防美元指數沒有再創新高、但新興

貨幣持續弱勢的情況。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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