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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日股> 

日股昨日(8/30)開高走低，多空拉据，日經 225 指數挑戰 23000 遇反

壓，收漲 0.1%至 22869 點，由零售服務業領漲，精密儀器類股表現最

為疲弱。日本７月零售銷售年增率雖由 1.7%放緩至 1.5%，但優於市場

預期的 1.2%，顯示第三季日本消費動能不差，日本政府維持 8 月份對經

濟的總體評估，經濟正以溫和的速度復甦，但下調了對進出口的評估。

中國為日本最大出口國，其中電子及一般機械出口佔整體比重高達 4

成，美中貿易摩擦不確定高，中國固定投資逐季下滑，拖累日本出口表

現，第二季出口貢獻日本 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僅 0.2%，預估下半年

出口放緩態勢將持續，第三季、第四季日本 GDP 成長分別放緩至

1.4%、1.5%。展望日股後市，安倍可望贏得９/20 自民黨主席選舉，延

續日本首相職位至 2021 年，延續寬鬆政策，推升市場投資信心，日本最

近一季企業獲利力道強勁，目前本益比為 12 倍，較全球市場便宜，可望

吸引外資流入日股，短線對日經 225 指數維持樂觀看待。  

 

<原物料> 

受阿根廷債務危機引發新興貨幣貶值、美國威脅對下週啟動對中國額外 

2,000 億美元商品提高關稅影響，昨日(8/30)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

十一大產業全數下跌，其中原物料、金融指數分別下跌 0.81、0.72%，表

現最差，而防禦型的公用事業下跌 0.1%，跌幅最輕。近期原物料指數的次

產業中跌幅較重為農產品，主因美國中西部地區的雨水充足，有利於農作

物的生長，加上巴西耕種面積增加，預期未來大豆豐收，價格下跌；雖受

到中國環保限產因素壓抑鋼廠對鐵礦砂採購需求，但受人民幣貶值及運費

上升影響，短期鐵礦砂價格相對抗跌，但長期來看價格仍將緩步走跌。因

美元走強，加上中國前 7 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至 20 年內來最慢，及市

場擔憂美中貿易戰持續將影響未來銅需求，銅價走跌，然就實際供需狀況

而言，近兩年銅礦仍將呈現供需較緊狀態，長期而言，價格有反彈空間。

原物料指數與貿易戰議題影響相關性高，且預期美國下週對中國啟動額外 

2,000 億美元商品提高關稅的機率高，影響性較美加可能達成貿易協定大，

加上川普計劃癱瘓世貿組織(WTO)，使紛爭解決機制無法發揮作用，本行

對未來三個月 MSCI 原物料指數轉趨中性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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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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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收盤  

原 物 料  

外匯看板  

<利率>  

昨日美歐債券市場受到多項因素的風險趨避買盤湧入，資金推升主要國

家如美國、德國的公債價格上揚。美國將加徵中國 2000 億美元的商品

關稅一事在午盤進一步壓低利率走勢，疊加新興市場也不安寧，阿根廷

披索急挫再度引發其他脆弱新興國家的幣值下跌，更加使得避險資金的

胃納敞開，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下跌 1.5 個基點，德債十年期利率更

是走低 5 個基點至 0.36%。下週一(9/3)因美國勞動節而休市，屆時流動

性不佳的新興市場交易更形困難，因此投資人或於假期前先行調整部

位，短線利率走勢於貿易爭端、新興貨幣等不確定性因素干擾之下，仍

可能受到壓抑。 

 

<匯市>    

近日外匯市場的波動持續顯現在新興市場遠高於成熟市場的情況，阿根

廷央行將指標利率由 45%上調至 60%，但也未能阻止阿根廷披索重

挫，昨(30)日阿根廷披索盤中一度下跌 20%，再創歷史新低。雖美元指

數並未明顯走強，昨日收盤仍維持在 95 之下，但在阿根廷貨幣重挫的

影響下，新興市場貨幣同步走貶。新興市場資金波動的情況波及南非，

南非 10 年期公債被拋售，殖利率逼近 9%，南非幣貶破 14.7。南非公

布 7 月份政府預算赤字創至少 14 年來的新高(2004 年之前的數據未公

布)，南非幣持續維持弱勢。土耳其里拉昨日下跌 3%，巴西里爾下跌

1%。人民幣方面，上週五中國人行啟動逆周期因子對人民幣帶來的利

多已基本反應，人民幣升至 6.80 附近之後美元買盤增加，使人民幣亦

隨著整體新興市場貨幣再次走貶，在岸人民幣 1 年期遠期點數走低近

50 點，中國大行則在遠端繼續儲備美元以應不時之需。本行維持投資

者須慎防美元指數沒有再創新高、但新興貨幣持續弱勢的看法。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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