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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美國>週一(9/17)標普 500 指數下跌 0.56%收 2888 點，科技股和非必需消

費類股表現疲軟，包括亞馬遜、蘋果、谷歌、臉書等 FAANG 股票跌幅 1~3%

不等。川普宣佈對中國 20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10%關稅，9/24 生效，若中國

予以反擊，美方將立即採取第三階段 2670 億美元額外關稅，白宮強硬派又獲

得一次勝利。此次 2000 億商品涵蓋了約三分之一消費品，由於美國國內企業

無法馬上找到生產替代國，預計生產生本將揚升，若下游廠商無法吸收將引

起物價通膨壓力，為美國經濟成長增加不確定性。從過去經驗來看，貿易戰

惡化並沒有激起美股任何避險情緒，成為川普繼續推動貿易戰攻勢的後盾，

直到風險加大股市出現更大幅度的下跌，川普才有可能收手。截至 9 月中旬，

美股企業購買庫藏股已達 7620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大幅成長４成以上，有利

美股維持多頭格局，只不過企業回購庫藏股力量雖勢未用盡，但已接近強弩

之末，今年以來美股漲幅８％，相較去年同期漲幅 12%，氣勢明顯減弱，研

判未來美股漲幅有限，建議投資人保持一定風險意識，謹慎參與短線操作。 

<地產>9/17(一)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 11 大產業類股指數漲跌互見，受到

美中貿易角力不確定性影響，科技、非核心消費等族群表現相對較差，其餘

產業表現相對有撐，包括全球地產指數，主要漲勢貢獻來自美國地產與日本

地產，抵銷了香港地產的跌勢，香港地產仍處房價調控與美中貿易氛圍的低

氣壓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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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升機率降低，也讓地產指數更有機會緩步墊高，故本行現階段對 MSCI(摩

根史坦利)全球地產指數正向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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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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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收盤  

原 物 料  

美國在第二季經濟成長開出 4.2%的強勁表現後，第三季經濟數據也維持溫

和成長，提供美元下檔支撐，不過市場已反映第二季強勁的數據而拉高預期，

使得美國在第三季的經濟驚奇指數開始有所下滑，8 月零售銷售數據月增

0.1%稍低於市場預期、通膨有所放緩，加以非美成熟國家如歐日等經濟數據

在下半年也開始溫和回升，使美元指數過去一週大致呈現高檔修正的格局。

昨(17)日英鎊升值 0.7%至 1.3157，升至近六週的高位，主要受益於英國脫歐

進展，也帶動歐元昨日升值 0.5%，目前大致符合本行先前認為非美經濟回升、

美元指數上檔空間受限的看法。不過即使美元指數高檔回落，新興市場貨幣

整體壓力亦有紓緩跡象，但仍有一些新興貨幣走勢偏疲，人民幣昨日受美國

貿易相關訊息影響再跌破 6.88，土耳其里拉上週雖因土耳其央行強力升息而

一度回升，但昨日又再度下跌 2%以上。本週外匯市場關注的焦點首要為日圓

相關的訊息，9/19 日將有日本央行會議，9/20 則為日本自民黨黨魁的選舉，

一般認為安倍晉三可順利連任黨魁。9/21 將公布歐日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

數初值，也將為驗證非美成熟國家景氣回升腳步是否延續的重要數據。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美國債券市場昨日開低收高，長短天期的價格自午盤後反彈，

主要受到中美貿易不確定性的影響所推升。早盤於薪資通膨推升對升息預期

的憂慮下，見十年期公債觸及 5 月底以來的高點 3.022%，但川普表示盤後將

宣布對中國的貿易制裁細節，風險趨避投資轉而進入債市，殖利率滑落；川

普而後確定對 2000 億美元商品加徵 10%關稅，目前債券期指價格仍維持小

幅漲勢。中國債市昨日的消息主要圍繞於人行進行了 2,650 億元人民幣 MLF

（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延續 6 月以來單月雙次的操作頻次。主要券商認為，

人行此舉應還是為信貸投放和地方債密集發行的現況提供資金，同時並穩定

流動性預期，不過昨日國債的走勢變化不大，但市場對年底前可能的降準預

期依舊濃厚，惟要留意之處在於人民幣的匯率波動仍大，匯損可能是近期較

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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