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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中國>評價面支撐指數下檔空間，惟需靜待貿易紛爭落幕及政策效益顯現，

研判 2018 年底前中國上證指數將盤整後向上。 

市場對中美貿易紛爭擔憂緩解，美宣布對中國 2000 億商品加徵 10%關稅，

隔年 1 月將上調製 25%稅率而非一次到位。此外李克強在達沃斯論壇重申堅

持基本政策取向不變，傳言房貸利息抵稅，地產股領揚盤，上證指數重返月

線揚升 1.14%至 2730.85 點，國企指數大漲 1.75%至 10741.69 點。展望後

市，儘管本週中美貿易代表將啟動協商，惟談判人員層級不高，加上本行仍

認為 11 月期中選舉前美總統川普藉貿易糾紛拉抬選情，短期不預期貿易紛爭

緩解。中國自 4 月調降存準率，並出臺一系列穩信用與積極財政政策解決融

資難困境，8 月金融貸款數據稍見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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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研判上述變數未轉佳前，指數恐低檔震盪，但考量中國股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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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下檔空間有限，待第四季上述變數轉佳及可能的四中全會舉行，指

數將有表態空間。 

<原物料>受制中美貿易爭端而壓抑，而金九銀十石化旺季過後、11 月中國北

方省分秋冬環保限產及廠商已提前備足年底銷售旺季需求，屆時原物料需求

走弱，價格將緩跌，本行對未來三個月 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原物料指

數為仍中性偏保守看待。 

昨日(9/19)MSCI 十一大產業漲跌互見，其中因美中貿易彼此加徵逞罰性關稅

不如預期嚴重及美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升破 3%，原物料、金融指數，上漲 1.6、

1.4%，表現最佳；對利率敏感的公用事業下跌 1.6%%，表現較差。中美貿易

戰 9/18 進一步升級，但中國反制表現克制，目前雙方 10%左右的關稅，對中

國而言，人民幣先前已貶值，影響不大，且川普釋出善意，仍願與中國進一

步談判，暫時舒緩投資人緊張情緒，加以美元走弱，原物料類股反彈。未來

仍將觀察美中貿易談判能否化解 2019 年 1 月可能啟動的 25%報復性關稅，

若無法免除，對原物料類股壓力仍大，預期中方仍將拖延至 11 月美期中選舉

過後才會有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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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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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收盤  

原 物 料  

澳幣有所回升，但澳央鴿派立場壓抑澳幣展望；南非幣因通膨意外走低而

走強，今日央行會議研判維持鷹派論述。 

加拿大總理和川普通電，討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展，將開始新一輪的談判。

澳洲央行公布的會議紀錄表示，未來幾年澳洲的經濟成長將高於潛在的增

速，預計失業率將緩步降至 5%，薪資增長也將伴隨勞動市場改善而上揚，澳

幣走貶亦有助於國內經濟，中美貿易摩擦則是經濟展望中的重大風險因素。

澳幣進日受到市場風險偏好回升而有所升值，但澳洲通膨仍較疲弱下今年缺

乏升息機會，美澳利差仍在擴大之下，仍謹慎看待澳幣的展望。南非 8 月通

膨意外小幅走低至 4.9%，緩解央行短期內的升息壓力，10 年期公債殖利率

走低 11 基點，南非幣隨之走強。南非通膨下滑的主要原因為汽油價格小幅下

滑，油價走高與南非幣前期貶值的漲價壓力有一定時間遞延。料南非央行今

日會議將保持相對鷹派立場。 

外匯看板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BoJ(日本央行)會後的聲明，符合市場預期，本行研判在通膨未

觸及政策目標前，BoJ 難改絃易轍，研判 JP10Y(日本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維持

0.1%狹幅盤整。 

日本央行昨日的會議如預期維持基準利率於-0.1%，並維持經濟將溫和擴張

與通膨發展樂觀的看法。其重申將維持低利率一段較長的時間，每年的購債

金額也停留在 80 兆日圓不更動。黑田東彥於記者會上表示，在達到通膨目標

之前不會退出寬鬆，但不想永遠執行任何一種政策，無論是緊縮或寬鬆，惟

最重要的任務是擺脫通縮。日銀持續以量制價的方式目前仍相對有效，十年

期公債利率的波動未跳升至 0.15%以上，加上通膨仍未達 2%目標，不預期日

銀會改弦易轍，故維持對日十年公債利率走勢的看法不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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