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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俄羅斯>俄羅斯 RTS 美元指數昨夜收漲 2.14%，上週五以來已上漲 3.5%，

主要反映俄羅斯央行周五意外升息 1 碼同時加碼將暫停於外匯市場購買美元

舉措延長至 2018 年年底。8 月以來美國宣布兩階段對俄新制裁措施，加上美

國國會議員準備立法針對俄羅斯主權債進行制裁，受到制裁風險溢價升高，

盧布一度貶破 70 的整數關卡，也拖累了美元計價的 RTS 美元指數。然週五俄

羅斯央行在物價仍低於目標水準的狀態下便意外提前升息 1 碼，並加碼將暫

停於外匯市場購買美元舉措延長至 2018 年年底，從這兩個動作可以看出，其

目的即為穩定盧布匯率以抵禦制裁疑慮對俄羅斯資產帶來的政治風險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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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已現回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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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獲利皆屬短期干擾，加上央

行出招改善貶值預期，現階段本行對俄羅斯 RTS 美元指數正面看待。 

<健護>9/18(二)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 11 大產業類股指數普遍收漲。上漲

產業也包括健護，其中 NBI 生技指數單日上漲逾 1%，不僅是生技次產業表現

亮眼，近期健護產業轄下其它次產業(包括製藥、醫療管理、醫療設備)也皆有

表現。展望健護產業後市，因健護產業獲利成長可期，加上新藥獲上市審核

件數也超越去年同期(2017 年 8 月底)時的高水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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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冬季

又有用藥需求支撐，在產業傳統旺季可望發酵下，故本行現階段對 MSCI 全

球健護指數正向看待。 

環球概覽  

 CNBC報導美商務部長Ross稱，中國必須就是否進行貿易談判作出決

定；而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主係糾正中國的行為，且重申對中國進口

商品課徵關稅對通膨的影響小。 

 德國財長稱，美國關稅措施恐令美國經濟受損最大，則德國需要擺脫

改進目前貿易政策，因它可能拖累德國經濟。另稱歐盟需就持續朝建

立銀行聯盟前進，此令大型歐洲銀行能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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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9/18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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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收盤  

原 物 料  

昨(18)日歐洲時間盤中，美元指數一度下跌至 94.3，為今年 7/31 以來新低，

不過紐約盤時間美元開始回升，最終通日收漲 0.1%至 94.6，美元指數整體仍

維持震盪的格局不變，主要貨幣的波動在近一週維持偏低的水位。雖然中美

貿易摩擦延續，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對中國 200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徵 10%

關稅，中國也予以回擊，對美國 600 億美元的進口商品加徵 5 至 10%的關稅，

不過美元對此反應有限。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昨日談話重點放在歐元區銀行

業監理制度上，並強調應為銀行存款制定共同保險計畫，不過德拉吉本次談

話未提及太多貨幣政策相關的訊息。日圓方面則貶破 112 的關卡，為 7 月中

以來的新低，近日市場風險情緒趨緩，加以市場預期本週日本自民黨黨魁選

舉和日本央行會議不會帶來太多衝擊，使得避險貨幣日圓溫和回貶，惟本行

認為就基本面和貨幣政策展望的大方向而言，日圓長線並沒有太大的貶值空

間。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利率>儘管川普昨日公布自中國進口2000億美元的貨物將課徵10%

關稅，但避險情緒於盤後因部分消費性商品未入列而消散，加上大量的公司

債將於本週 發行，壓縮整體公債的需求，且下週聯準會的升息應是確定之舉，

多項因素使得利空氣氛濃厚，指標的十年期公債利率走高至近四個月高點之

3.04%。歐洲的主要指標公債─德國十年期利率亦同步走高，除跟隨美債利率

是一可能外，市場關注的義大利預算草案有較好的消息傳出，指陳該國經濟

部部長將致力阻止預算赤字衝破 GDP 佔比的 1.6%，義大利與德國的十年期

利差收窄至 227 個基點，乃一週以來最低的水平。下周(9/27)可觀察義大利

將設定公共財政和經濟增長目標，若赤字佔比未大幅超過 2%，預計 10/15 前

可順利向歐盟提交預算草案，則義大利的利空或有機會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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