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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俄羅斯>俄羅斯RTS美元指數昨夜收漲1.46%，主要反應原油價格走升以及

投資人對制裁疑慮略現淡化帶動俄羅斯盧布走強所致。近期受到英國對聯合

國安理會提出俄羅斯特務以神經毒氣在英國境內攻擊俄國前特務的證據，西

方各國多表示認同英國結論，觸動市場擔心俄國是否會因此再受制裁，盧布

一度大幅貶值，也拖累了美元計價的 RTS 美元指數。然隨該消息至目前為止

並未引發西方額外制裁，加上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Siluanov 出面指

出盧布走貶狀況可控，政府不會因此推出額外的外匯管制措施，逐步安撫市

場疑慮。就基本面來看俄羅斯體質良好，擁有經常帳盈餘&大額外匯存底，

2018 年更可望出現財政盈餘，有助普丁推動後續之財政支出政策。加上俄羅

斯能源業產出已有所回升，隨著油價維持高檔亦有助提升能源業獲利。儘管

後續制裁消息仍有出現可能，但歷史經驗顯示每次制裁影響皆屬短期干擾，

本行預測俄羅斯 RTS 美元指數後續仍存跌深反彈空間。 

<健護>9/12(三)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 11 大產業類股指數多數收漲，僅科

技、金融、公用事業等類股小幅走弱，科技產業因半導體股價持續下跌外，

蘋果新機發表也未帶來股價利多。健護產業則在四大次產業(生技、製藥、醫

療設備、醫療管理)各有表現下收漲，展望健護產業後市，除了產業成長趨勢

仍被市場看好外、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新藥上市審核速度也已超越去

年(2018/8)同期，顯示生技產業整體新藥研發趨勢仍相當樂觀，將持續支撐

產業獲利表現，且下半年又是醫學年會召開旺季，在研發成果及商機題材釋

出下，也為類股表現增添想像空間，故本行對 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健護指

數仍樂觀看待。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昨日美公債市場聚焦：(1)美國食物及服務成本下滑，8 月生產

者物價指數為近一年半首次下滑，緩解通膨壓力，美國 5y5y 通膨預期持穩於

2.39%。(2)美財政部標售 230 億美元的 10 年期公債需求強勁，標售利率為

2.957%較市場利率 2.962%低，投標倍數為 2.58 倍較上次高。(3)聯準會理事

兼 FOMC 投票委員的 Brainard 表示，短期內除非發生意外風險，聯準會逐步

上調聯邦基金利率是合適之舉。昨日美公債利率持穩，10 年減 2 年公債利差

為 22 個基點。月底聯準會升息 1 碼可能性底定，考量美國經濟成長動能仍屬

強勁，研判年底前美國 10 年公債殖利率朝 3.3%發展。受貿易戰影響，市場

傳出歐洲央行利率決議可能會下調經濟成長目標，加上義大利財政預算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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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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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收盤  

原 物 料  

路透報導加拿大釋出可能在乳製品上退讓，以換取解決爭端機制的籌碼，兩

國談判似乎露出曙光，市場醞釀美國與加拿大達成貿易協議的樂觀預期，並

且油價因颶風威脅而飆升，這些因素都推升加幣走高。而澳洲 9 月份消費者

信心指數從 103.6 下滑至 100.5，為 11 月份以來的低點，隨著澳洲的借貸利

率上升和資產價格下跌，家計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承壓，加上新興市場動盪仍

持續，進而壓低澳幣走勢，0.71 為目前看到比較膠著的支撐價位，預計澳幣

仍維持弱勢狀態。媒體報導美國向中國提議接下來數週內進行下一輪貿易會

談，離岸人民幣短線拉升逾 400 點至 6.83，談判進展的消息暫時安撫市場情

緒，但不改短線偏弱寬幅震盪的走勢。  

外匯看板  

動，德國公債利率先下後上。後續觀察歐洲經濟是否開始築底，進而帶動歐公

債殖利率轉為緩步向上格局 

<Credit 信用>昨日美公司債表現持穩，美投資級債利差收斂 1 個基點，其中

高信評 AAA 等級公司債利差收斂 2 個基點，產業則以媒體、電信及金融表現

較佳；高收債利差收斂 2 個基點，其中零售類高收債利差收斂 11 個基點幅度

較大。近一周投資級信評 AAA 等級公司債利差收斂幅度達 4 個基點較低信評

BBB 等級多，市場偏好有轉向高信評發展跡象，至於高收債後續關注企業獲

利動能表現，是否產生穩定現金流及增強償債能力。新興市場債昨日以拉美當

地貨幣債表現較佳，主要貨幣企業債則是以能源類公司債利差收斂 2 個基點

幅度較高。阿根廷央行維持 60%基本利率不變，同時受匯率貶值影響，預估

9 月物價增速較前月走升，考量穩定匯率發展，年底前當地央行可能不會採取

降息動作，阿根廷公債波動仍存。後續關注財政支出減少項目：(1)公共支出

與經濟補貼減少幅度，(2)養老金支出，(3)公債利息支出。若阿根廷與 IMF 談

妥 500 億美元資金援助，並達成財政預算平衡目標，將有助阿根廷公債價格

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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