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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巴西>巴西極右翼候選人 Bolsonaro 在選舉造勢時遇刺，消息一出原本表現震

盪的巴西股市立即反彈，終場收漲 1.76%。當地時間下午，Bolsonaro 正在掃街

拜票時遭到嫌犯刺殺腹部，隨後立即被送醫進行緊急手術，所幸手術成功保住一

命。嫌犯則是在現場遭逮捕，偵訊時供稱他沒加入任何政黨，行動主因為理念不

合。Bolsonaro 為現階段在沒有魯拉情境下民調最高之候選人，自稱巴西川普，

宣稱上台後要與川普一樣推動減稅政策，不利改善巴西已逐步攀升的財政赤字，

故昨日市場正面反應其遭刺消息。然隨著 Bolsonaro 保住一命，焦點最終仍須回

歸民調走勢，若市場青睞的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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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市場波動度依然偏高。考量巴西經濟成長動能

預期仍有下修風險，加上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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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反彈力道有限。 

<地產>9/6(四)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 11 大產業類股指數漲跌互見，因市場投

資情續轉為謹慎，下跌的產業除了有近期表現亮麗的科技與非核心消費族群外，

能源類股也延續近期疲弱的走勢，因成品油庫存增加的利空抵銷了原油庫存減

少的利多。盤面上反而是電信、公用事業、核心消費、地產等相對有撐，主因昨

日美債殖利率回跌利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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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I 地產指數更有機會緩步

墊高，本行維持樂觀看待 MSCI 地產股指數後市。 

環球概覽  

 Fed(聯準會)紐約總裁Williams稱，目前美國經濟是很好的時期；但薪

資成長仍緩令人疑惑，對Fed而言是個大問題。雖然尚未看到新興市場

的重大風險，但世界各地總有風險存在。應重視美債殖利率曲線趨平

的意義，但非特別嚴重。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市場關注對中國加徵 2000 億美元關稅的公聽會後續發展，貿易戰

擔憂仍存，美公債殖利率多處平盤下方。具 FOMC 永久投票權的紐約聯邦準備銀

行總裁 Williams 談話焦點：(1)美公債殖利率曲線倒掛屬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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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物 料  

加拿大央行維持利率不變在 1.5%，符合市場預期。雖

然第二季經濟增長強勁，央行仍維持較為謹慎的基調：(1)通膨的上升是因為一

些一次性因素如機票價格上升所致，預期將會回到 2%。(2)勞動力短缺，導致薪

資增長提速。(3)因為利率的上升，家庭支出預計會以較緩的速度上升。而目前目

光焦點在美加的北美貿易談判，若美加能達成協議，加拿大央行接下來會保持緩

步的升息節奏；若未能達成協議，會使得投資放緩，特別是加拿大的汽車工業，

或讓加拿大央行放棄升息的可能。 

對中國 2000 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將於美國時間週四

(9/6)晚結束。市場認為加稅通過機率較高，屆時中國人行與市場購匯(買入美元)

之間預料將陷入角力。貿易方面，8/31 中國官方公布的 8 月份製造業 PMI(採購

經理人)中，新出口訂單與進口指數驟降，顯示企業對貿易戰帶來的負面影響已有

一定心理準備。9/4 公布的南非 GDP(國內生產毛額)重啟南非幣貶值走勢，而 9/5

南非製造業 PMI大幅下滑所帶來的貶值幅度於當晚就已基本被收復，南非幣基本

面偏弱，但市場走勢看來支持短線有技術面超跌的可能性。 

外匯看板  

象，不必過度擔心。美國經濟仍穩且暫無通膨壓力，意味聯準會沒有進一步升息

的必要性。(2)美國 8 月非製造業指數較前月攀升至 58.5％，而小非農數據雖不如

預期，但市場預期今日非農就業人數將優於前月，維持今年底美國 10 年公債利率

目標 3.3％。 

<Credit 信用>美公債利率下滑，美投資級債利率下滑 2 個基點至 4.02%，防禦

類型的美電信類投資級債利差收斂 2 個基點；股市波動增，美高收債利差擴大 3

個基點，美國眾議院主席 Brady 表示將於下週擬定稅改 2.0 草案，並希望在 10 月

1 日前進行投票，若新稅改法案過關或有助小型企業為主的美高收債表現。對信

評機構惠譽繼下調義大利主權信評展望至負向後，考量當地財政預算後續發展恐

加重政府債務負擔，對持有義公債近 2 成的當地銀行業影響較大，將 UniCredit

和 Intesa Sanpaolo 等五家義大利銀行展望下調至負向，為歐高收債表現帶來擾

動。歐高收債利差年至今擴大 92 個基點，而市場擔憂地緣擾動恐推升不良貸款問

題，歐金融高收債利差年至今走升 118 個基點表現較弱，待義國財政預算結果出

爐且如市場預期，歐高收債利差波動可望稍緩。新興市場債方面，德國支持土耳

其經濟言論，新興主要貨幣債利率下滑 5 個基點表現持穩，其中拉美主權債利率

下滑 5 個基點表現較佳，市場關注阿根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討論 500 億

美元的援助計畫提案，最快可能時程為九月下旬，預計將討論目前按季撥款的時

程能否提前，若能順利談成將有助投資人信心回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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