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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中國>中美貿易糾紛似乎越演越烈，美針對中國 2000 億商品加稅計畫遲未

宣布，據傳美川普將針對高達 2670 億商品的關稅課徵第三波關稅，中國股

市投資信心低迷，成交量走低，上證指數下挫 0.18%至 2664.8 點，國企指

數拉回 0.96%至 10333.2 點。展望後市，本行維持 11 月期中選舉前美總統

川普藉由貿易糾紛拉抬選情的研判，貿易爭端短期難緩解，且從現在局勢研

判有越演越烈可能性。此外為解決中國融資難困境，官方自 4 月調降存準率，

並出臺一系列穩信用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研判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效益最快待

第四季才能顯現，搭派最新公布的企業第二季財報與營運展望，中國龍頭股

企業獲利增速第四季可望改善向上。輔評價面水準來看，現階段中國營利上

升趨勢中，中國評價面卻創熔斷以來新低，股利率進入 4%以上高位。儘管

長線投資價值浮現，但基於短期貿易糾紛未解，政策效益待顯現，以及四中

全會召開前，指數將持續震盪築底。 

<能源>昨(9/11)日 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上漲，受油

價及蘋果(Apple)上漲分別帶動能源、科技指數上漲 1.04%、0.72%，表現最

佳，防禦型類股中的核心消費指數下跌 0.34%，表現較差。油價上漲主因：

(1)、美國颶風佛羅倫斯（Florence）即將來襲，消費者提前加油；(2)、API

(美國石油協會)公布上週美國原油庫存下降 863.6 萬桶，降幅超出市場預

期；(3)、西德州原油與布蘭特原油價差過大，接近 10 美元，日、韓轉向採

購美國原油；(4)、中國煉油廠結束夏季檢修期，八月份原油進口回升；(5)、

EIA 月報下調 2019 年美國原油產量預估約 1.7%。西德州原油價格於歐美時

段漲幅 2.5%，高於布蘭特原油漲幅約 2.2%。預期颶風對煉油設施影響不大，

且美國夏季駕車出遊旺季於 9 月初結束，上週汽油庫存增加量為 2017 年 12

月來最大週增幅達 212 萬桶，將減少對原油需求；下週一(917)將召開

OPEC 與非 OPEC 產油國聯合技術委員會商討應對伊朗原油供給可能下滑，

產油國間產量重新分配問題，現沙國、俄羅斯原油產量仍有增產空間；目前

原油供給最大變數仍來自於伊朗若受制裁後出口量下滑的多寡、利比亞、委

內瑞拉政經情勢不穩，產出穩定性差。本行預期 3Q18、4Q18 原油仍呈現

需求大於供給，但 4Q18 原油供給缺口將較 3Q18 縮小，1Q19 則呈現供給

大於需求，預估 4Q18 布蘭特原油價格區間將在 70~75 美元/桶，對 MSCI

能源指數將漸轉為中性偏保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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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9/1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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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收盤  

原 物 料  

美國經濟數據維持強勁發展，在表現亮眼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和非農

就業數據公布後，NFIB 中小企業信心指數亦有好表現，8 月中小企業信心創

下歷史新高，經濟數據支持美元指數維持在相對高位，不過非美成熟國家下

半年經濟數據漸入佳境，最新公布的歐元區和德國 ZEW景氣調查連續兩個月

上揚，也使得非美成熟貨幣有築底現象，壓抑美元指數的升值幅度。惟市場

對新興國家的投資信心仍未回溫，雖南非幣和土耳其里拉貶勢稍止，但巴西

國內政治的動盪問題仍使巴西里爾昨(11)日貶值幅度逾 1.5%，人民幣先前因

中國人行啟用中間價逆週期因子而回升至 6.80，但近日因中美貿易戰的憂慮

而走貶至 6.88，而和中國經濟與資產信心的澳幣亦受拖累，短線仍將偏空看

待。另在美加貿易協定方面，目前尚未有明確的結論，但據稱加拿大已打算

在特定問題上做出讓步，如允許美國乳製品有限度地進入加拿大，市場樂觀

解讀美加貿易協定後續發展，使加幣在第三季以來表現優於其他商品貨幣。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昨(11)日美國公布經濟數據激勵殖利率曲線上揚，兩年期公債

殖利率上揚 3.3 基點至 2.744%，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上揚 4.4 基點至 2.976%，

殖利率曲線 bear steepen。繼上週公佈非農就業數據優於預期後，昨日美國

公布 7 月份職位空缺數量升至紀錄新高，辭職率至 17 年高位，中小型企業樂

觀指數(NFIB)突破 2004 年高點創下歷史新高。另一方面，歐洲 ZEW9 月份投

資者預期指數連續第二個月由底部反彈，義大利預算似乎將比照歐盟規定，

以及英國財政大臣證時央行財長卡尼將續任至 2020 年1月，歐美經濟數據及

政治政策消息面轉趨正向帶動長天期公債殖利率走揚。展望後續，歐洲公債

多頭部位在明日歐洲央行利率會議前獲利了結，市場繼續預期歐洲央行寬鬆

的前瞻指引，歐元區貨幣政策在 2019 年 6 月以前方向確立，今晚同時關注物

價指數的公布，本行認為，美國經濟動能持續向上，歐洲呈現打底反彈，在

歐洲政治風險下降的環境下，美歐殖利率將繼續正常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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