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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9/3收盤  

股市短評  

<巴西>受到上週末美加未能順利達成 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加上國內選

舉仍是充滿變數，外部與內部的消息使得巴西股市 9 月首個工作日表現承壓，收

跌 0.63%。上週美墨率先達成協議，市場期待加國加入後能順利在週五(8/31)的

期限達成共識，結果卻未如預期，換來的則是川普的威脅，除了威脅可直接與美

墨簽雙邊協議外，也威脅希望於本週徵詢期結束後即能盡快對陸 2000 億美元進

口商品加徵關稅，推升市場疑慮。國內方面，週末巴西選舉法庭判決魯拉不符資

格，勞工黨必須換將且暫停魯拉相關競選廣告。週末公布的最新民調結果也與先

前的狀況差異不大，市場青睞的改革派 Alckmin 仍是擠不進前兩名，意味其要進

入第二輪投票的機會恐受到壓縮，這也顯示後續巴西政府的財政風險持續攀升。

巴西里爾匯率昨夜亦再度走貶近 2%，來到 4.15 里爾的水準，代表資金外流壓力

持續提升，資金外流將不利於後續景氣與企業獲利。考量巴西經濟成長動能預期

下修，加上資金出走牽動里爾貶值恐對後續景氣與企業獲利產生負面影響，料巴

西 IBOV 指數將因此承壓。此外，競選活動開始後市場也會更加聚焦相關民調，

IBOV 指數波動度恐逐步加大。 

<非核心消費>昨日(9/3)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漲跌互見，地

產下跌 0.45%表現較弱，健護、電信與能源微幅走揚。上週因美國與墨西哥達成

的汽車關稅協議，令市場對貿易紛爭緩解出現期待，隸屬非核心消費指數的汽車

族群一度上漲約 4%，然截至昨日幾乎全數吐回漲幅回到今年相對低點，而汽車

族群也是 2018 下半年以來，主要直接因為貿易紛爭而下調營運展望的族群，近

五日 HONDA 下跌 4%、VOLKSWAGEN 下跌 3%、FORD 下跌 2%，進入九月，

市場可能再次回到川普可能的關稅制裁，貿易戰核心族群仍將再度震盪。然回歸

到整體 MSCI(摩根士丹利)非核心消費指數，仍舊維持在相對高檔，機構公布的

美國返校需求預估相對正向，部分零售企業先前因財報展望不如市場預期下跌，

如今也出現反彈，倘若貿易紛爭沒有再擴大跡象，本行對短期 MSCI 非核心消費

指數維持正向展望。 

環球概覽  

 美國白宮上週五宣布，美川普總統將不會參加今年11月新加坡的東南

亞國協(ASEAN)高峰會、巴布亞新幾內亞的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這些會議都將由副總統彭斯(Pence)代表出席。 

 歐盟的英國脫退歐談判代表巴尼爾稱，可能在10月歐盟峰會前達成協

議，也可能延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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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8/3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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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收盤  

原 物 料  

上週美元指數先前因美國總統川普不喜愛強勢美元的發言以及聯準會主席在央

行年會相對鴿派的發言而走低至 95 之下，其後稍有反彈，維持在 95 附近震盪，

昨(3)日美國因勞工節休市，美元指數和歐元波動相對較小，惟新興市場貨幣仍持

續弱勢，南非 8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前期的 51.5 下跌至 43.4，為 13

個月以來最低，不過南非幣的貶勢應主要來自整體新興市場貨幣的弱勢連動，新

興市場關注重點集中於土耳其通膨高於預期(8 月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已達到

17.9%)後的央行應對方案，以及阿根廷政府財政重組方案。已公布的經濟數據方

面，歐元區 8 月製造業 PMI 終值 54.6 符合預期，維持擴張區間但較前值放緩，

未對歐元走勢造成太多影響；中國財新製造業 PMI 50.6 則為 14 個月來新低，與

中國經濟息息相關的澳幣維持弱勢，昨日盤中一度貶破 0.72。本週外匯市場的關

鍵因子包含，9/4 的澳洲央行利率會議、美國 ISM 製造業； 9/5 的加拿大央行利

率會議； 9/6 的美國非農就業數據。整體預期美元指數短線將維持高檔盤整的格

局，歐元在義大利預算問題未決前表現空間有限，日圓預期維持狹幅震盪格局，

但商品貨幣或新興貨幣仍有風險。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美國勞動節休市一日，市場交投清淡，債市繼續關注四大風險主軸，

(1)中國方面，財政部要求加快地方專項債發行進度，消息傳出銀保監會取消銀行

購買本行承銷的地方債不能超過發行量 20%的限制，有助於提高銀行承銷地方債

的意願，截至八月底，中期借貸便利(MLF)餘額達到 5.12 兆人民幣，預計年底前

人行繼續定向降准或增加 MLF(中期借貸便利)，以對沖地方債放量。義大利方面，

副總理 Salvini 周末公開場合表示明年預算赤字將超出歐盟 3%預算占 GDP 比重

限制，義大利事件後續觀察週五(9/7)歐洲財長會議針對義大利預算的談話、9/27

政府經濟預測，以及 10/15-20 義大利預算草案提交歐洲聯盟委員會，本行認為，

短線義大利公債殖利率上升風險仍存，但擴散性有限，短線德十年債殖利率回測

0.3%尋求支撐，預計在 4Q18 歐洲經濟回溫的環境中，搭配歐洲央行停止購債，

德債利率風險年底恐加大，年底利率區間預估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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