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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9/14收盤  

股市短評  

<中國>據傳中美貿易有望重啟談判，中國央行重啟逆回購，8 月金融信貸數

據優預期，市場投資氣氛提振，人民幣低位強彈，中國上證指數上漲 1.15%至

2686.58 點，國企指數揚升 2.58%至 10503.01 點。展望後市，儘管中美貿易

談判露出曙光，然考量 11 月期中選舉前美總統川普恐仍藉由貿易糾紛拉抬選

情，短期本行不預期貿易糾紛就此緩解。最新官方 8 月金融數據顯示信貸情勢

優市場預期，表外融資縮減幅度改善，發債融資金額大幅增加， 推估與下半年

基建啟動有很大關係，研判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效益最快待第四季顯現。綜合上

述，中國股市未來 12 個月評價面相較過去十年均值深度折價近兩成，處於過

去歷史底部位階，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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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產>9/13(四)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 11 大產業類股指數多數收漲，僅核

心消費、能源類股指數微幅收於平盤之下。全球地產指數上漲約 0.5%，一掃

過去幾天低迷的股價表現，除了美國最新 8 月通膨數據較預期緩升，降低房貸

成本快速彈升的預期外，中美貿易出現談判契機，也讓香港地產股順著大盤氣

氛出現彈漲。展望地產業後市，貿易戰料將持續影響心理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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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地產指數更有機會緩步墊高，故本行短期對 MSCI(摩根史坦利)

全球地產指數正向看待。區域上是美國地產優於亞洲地產，因亞洲地產有調控

政策在壓抑過熱的房價。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昨日公債市場聚焦央行會議，美公債方面：(1)美國服飾與醫療

相關核心物價下滑，8 月消費物價增速為近年首次放緩，緩解投資人物價走升

預期。(2)美財政部標售 30 年期公債，標售利率為 7 月來低位 3.088%，投標

倍數 2.34 低於均值，公債需求持穩。(3)亞特蘭大聯邦準備銀行總裁 Bostic 表

示，減稅及擴大財政政策對經濟仍有刺激作用，認同未來幾季仍將緩步升息。

昨日美公債殖利率短上長下，10 年減 2 年公債利差收窄至 20 個基點，關注物

價增速放緩可能影響聯準會對未來升息路徑看法，預期整體經濟動能仍穩，研

判年底前美國公債殖利率仍朝上升趨勢。歐洲央行如預期按兵不動，與前次會

議一樣強調明年中以前維持利率不變，總裁德拉吉表示歐洲央行認為物價將

回升，維持通膨預期並下調經濟成長目標。英國央行維持利率不變符合預期，

上調經濟成長預期，但強調脫歐恐影響英國經濟發展，並重申物價高於央行目

標，未來英國朝緩步升息發展，德英兩國公債利率走揚，預期歐洲經濟緩步復

甦，歐公債殖利率將保持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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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9/13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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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收盤  

原 物 料  

路歐洲央行會議維持三大政策利率不變，第四季月購債規模將由目前的 300

億降至 150 億，2019 年起結束購債，並表示雖 2019 年結束購債，但只要有

必要，會持續再投資到期的債券，以維持資產負債表的規模不變，使流動性維

持充裕。歐洲央行會議後，歐元變化有限。不過其後，美國公布 8 月消費者物

價年增率為 2.7%，低於上月的 2.9%，通膨稍有放緩減低市場對美國聯準會加

速升息的擔憂，美元指數在數據公布後下滑至 95 以下。新興市場方面，土耳

其央行一口氣將基準利率提高 625 個基點，超出市場預期的 325 個基點，土

耳其里拉昨(13)日盤中升值超過 6%，也帶動新興市場貨幣整體上揚。南非幣

近期出現連六日的反彈，不過此反彈主要是基於市場對新興市場風險擔憂略

減所致，就經濟數據而言，雖然 7 月零售業數據有所提高，但作為支柱產業之

一的礦業產出 7 月年增率下滑 5.2%，月增率下滑 8.6%，透露第三季經濟成長

仍面臨風險，因此南非幣雖處於反彈路徑當中，基本面風險並未完全釋放，仍

須謹慎看待。人民幣方面，近期走勢主要受到中美貿易戰消息面的影響，而非

隨整體新興市場貨幣強升。雖中國 8 月份貨幣供應增速年增率下滑，顯示市場

流動性並未大幅擴張，緩和部分人民幣貶值壓力，但 9/12 中美貿易談判進展

露曙光僅為人民幣帶來 300 點的漲幅，遠低於中美初次復談時帶來近 1000 點

的漲幅，綜此本行維持人民幣寬幅震盪的看法。  

外匯看板  

<Credit 信用>昨日成熟市場債以美國企業債表現較佳，美高收益債利差收斂

3 基點至 335 點，其中媒體、通訊及金融高收益債利差收斂逾 5 個基點。土耳

其央行決議升息 625 個基點，超出市場預期 350 個基點，央行聲明稿中並強

調會持續收緊貨幣政策，直到物價降溫，平息投資人對惡性通膨的擔憂，激勵

新興市場主權債走揚。新興公司債方面，新歐地區公司債利差收斂 11 個基點

表現亮眼，而產業方面則以金融類公司債利差收斂 5 個基點較佳。此外，信評

公司標普及穆迪下調 11 家中國地方融資平台機構信評，且中國 A 股非金融上

市公司所持現金，對 12 個月內到期債務覆蓋率中值降至 80%左右，創三年來

新低，企業違約風險仍存。至於印度債市，穆迪另指出印度盧比貶值對當地企

業外債影響不大，主要理由為多數企業賺取以美元計價收入，或是透過海外美

國子公司來作為發債主體，外債亦由子公司來償還，可降低匯率影響債務負擔

加重。整體而言貿易戰及地緣干擾對當地新興國家匯率帶來波動時，可留意企

業營收以美元為主的高信評公司債，透過匯率自然避險方式來降低企業外債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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