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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中國> 盤面消息面清淡，市場聚焦中國企業第二季財報，農中建三大行

第二季獲利與不良貸款率皆改善，恆大發布上半年淨利達 530 億人民

幣，穩坐地產獲利龍頭，儘管財報利多頻傳，但上證指數突破月線後轉

趨震盪，終場上證指數小跌 0.31%至 2769.29 點，國企指數回落 0.13%

至 11083.06 點。 

展望後市，美加墨三方進行貿易對談，但有鑑中美貿易歧見不小，短期

中美達成共識可能性不高，慎防 9 月啟動針對 2000 億美元商品課徵進

口關稅的可能，11 月期中選舉前美總統川普仍可能藉由貿易糾紛拉抬選

情。中國官方已出臺一系列寬貨幣、穩信用與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融資

難困境帶來的可能景氣下風險，不過要留意 9 月中國流動性面臨考驗，

如監管考核、長假效應等，政策挹注實體經濟效應最快或待 4Q18 顯

現。中國第二季財報成績有望是本年度高峰，企業 2H18 展望偏保守，

但現階段諸多績優股修正後評價與未來營利增長幅度相稱甚至折價，搭

配四中全會有可能提前至今年第四季召開，改革開放政策可望驅動中國

股市表態。  

<能源>因美加貿易談判的樂觀預期加上美國 2Q18 經濟成長率上修，昨

(8/29)日 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上漲，蘋果股價再

創歷史新高，券商摩根士丹利陸續上調亞馬遜、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目標價，分別帶動科技指數、非核心消費指數上漲 0.89%、0.64%，表

現最佳，防禦型類股中的電信指數下跌 0.6%，表現較差。布蘭特原油價

格上漲，創七週來收盤新高，主因：(1)、EIA(美國能源資訊局)公佈上週

美國原油庫存下降 256 萬桶，優於市場預期，汽油庫存也減少 155.4 萬

桶，顯示需求仍旺；(2)、美國 11 月啟動制裁伊朗石油業的意願高，預

計伊朗九月原油出口量將由六月份 230 萬桶/日降至 150 萬桶/日，引發

供需緊張情緒。但美國夏季駕車出遊旺季於 9 月即將結束；美國為避免

油價大幅上漲，計畫在 10-11 月間釋出 1,100 萬桶戰備儲油；沙烏地阿

拉伯表示伊朗封鎖重要海峽的機率低；委內瑞拉原油行業對投資人開

放，目標是恢復 100 萬桶/日產量，未來產量下降幅度可能不如市場預

期。顯示進入 4Q18 原油供給缺口將較 3Q18 縮小，且將逐漸反映

1Q19 可能供給過剩的隱憂，未來油價上檔有壓，本行預估 4Q18 布蘭特

原油價格區間將在 65~75 美元/桶，1Q19 價格區間將落於 60~75 美

元，對 MSCI 能源指數將漸轉為中性偏保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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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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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 美國商務部公布的第二季經濟成長率修正值來到 4.2%，乃近四

年最佳表現，主要受到減稅等政策的推動使然，數據使得美國十年期公

債利率小幅走揚，但通日的變化幅度不大。義大利的消息仍占據歐洲債

市的頭條，傳言義大利政府將尋求歐洲央行的支持，不過副總理出面澄

清未請求協助，但此一報導足以推升昨日義大利公債價格表現，十年期

義公債利率走低。整體而言，歐洲央行要透過實行量化寬鬆的方式購買

義大利債券有相當高的政治門檻，可能性偏低，於此情形下，市場仍舊

關注將於 9 月公布的新公共支出目標及相關預算，該不確定性甚大的事

件仍將壓制德債利率，短線不易見德債殖利率大幅上行。 

<匯市>   美國第二季 GDP(國內生產毛額)季增年率由初值的 4.1%上修

至 4.2%，經濟成長動能強勁，惟由於目前成熟市場整體情緒偏向樂觀，

對非美 DM(成熟國家)貨幣帶來一定支撐，因此 GDP 數據未能推升美元

指數走揚。英國脫歐談判有所進展，歐盟脫歐談判代表表示，已準備好

與英國建立前所未有的夥伴關係，英鎊兌美元短線拉升近百點，來到

1.30 之上，歐元兌美元也受到帶動而升至 1.17 之上，避險貨幣日圓則走

貶至接近 112。商品貨幣方面，加拿大央行行長淡化了 7 月份通膨的影

響，認為通膨上升是受到暫時性因素影響，核心通膨接近目標水平，加

拿大經濟全面恢復增長，10 月份有機會升息，不過步伐上不會比聯準會

更加激進。目前加幣焦點放在貿易協定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三個國

家-美加墨，美國和墨西哥已於週一(8/27)達成新的協定，迫使加拿大須

加速加入談判。先前的談判中，加拿大對落日條款 5 年期限、汽車貿易

以及反傾銷爭端解決機制小組的去留，都與美國有不同意見，也導致美

加雙方談判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從加幣近期走勢來看，目前市場偏向

正面解讀接下來的談判結果，加幣有機會測試年線 1.2850 左右的位置。 

新興市場貨幣走勢則較不樂觀，阿根廷總統表示已請求國際貨幣基金

(IMF)加快撥發融資貸款，但阿根廷披索昨(29)日仍出現重挫，也帶動土

耳其里拉、南非幣等新興貨幣同步走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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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