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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美國總經數據好壞參半，股市以利多解讀  

昨(15)日美國公布4月總經數據好壞參半，4月零售銷售月比意外由高點下滑，扣除汽車的零售銷售月比成長0.1%，低於市

場預期之0.7%，汽車銷售較去年同期成長1.9%，然月比衰退1.1%，4月零售數據似乎受到股市震盪及貿易事件不確定性因

素影響，4月密西根大學消費信心的下滑似乎與零售數據方向一致，後續觀察消費信心在5月是否能止跌回穩。房市數據方

面，5月美國NAHB(全國住房建築商協會)建商信心指數創6個月新高，不論是目前銷售、未來銷售以及潛在買家分項指標均

走揚，單一家庭房屋需求維持強勁的趨勢，但持續上揚的房價令買方觀望，另一方面在供給端建商面臨缺工及新增成長的

問題，新屋銷售單戶住宅待售未開工年增率創5年新高。整體而言，美國強勁的就業市場支撐房地產需求，潛在購屋人潮止

跌回穩，在美國整體景氣維持在2%以上溫和成長的環境中，房市活動將維持在相對高的水準。 

<利率>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創2017年12月以來新低  

昨(15)日美國公債市場持續走強(利率下行)，各天期公債殖利率下跌3至4.1基點，川普政府推遲汽車關稅的徵收計畫對早盤

殖利率帶來支撐，然而不如預期的零售銷售數據及工業生產數據抵銷NAHB房市信心以及紐約州製造業指數好轉的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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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俄股短線波動加大，預料減產政策與地緣政治發展將影響後續俄股指數走向  

昨夜(5/15)俄羅斯指數小漲0.4%，市場對中東情勢疑慮蓋過EIA庫存數據上升的影響帶動油價站回每桶72美元，推升俄股

收漲。除此之外，俄股指數於5/14反彈2.8%，主要反映Gazprom(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宣布將大幅提高發放股利金額至每股

16.61盧布，不僅高過原先的每股10.43盧布，甚至來到前一年度的2倍，激勵佔指數約10%的該股票單日暴漲16.36%，也

拉動指數單日(5/14)多漲1.6%。 

其他消息方面，美國國務卿5/14造訪俄羅斯，並先後與俄外長拉夫洛夫及總統普丁會談，雙方針對北韓、利比亞、委內瑞

拉、阿富汗、伊朗核協議等議題交換意見，雖然沒有任何突破，但雙方同意兩國元首將在G20會面，部分緩和市場對地緣

政治風險的擔憂。 

接下來投資人依舊會關注OPEC+減產協議是否能延續，若未能延續，油價恐有向下壓力，並對油價敏感度高的俄羅斯股市

造成負面影響。加上近期美中貿易戰升溫對於市場風險偏好的負面影響短時間仍不易消散，今年以來資金熱衷新興市場的

情緒恐因此放緩，短線俄股對於資金的吸引力或將暫時休整。此外，雖然雙普可能在G20會面，但考慮2018年7月兩國在

赫爾辛基峰會後沒多久，8月美國就再度宣布對俄羅斯進行制裁的經驗，川普的兩面手法常令市場摸不著頭緒。對於在5~8

月有偏貶季節性的盧布匯率來說一旦制裁出現恐將加大資金流出壓力，不利俄羅斯RTS指數表現。綜合上述，預料減產政

策與地緣政治發展將影響後續俄股指數走向，本行對2Q19俄羅斯RTS美元指數維持負向展望。 

<原物料>2Q19原物料指數於貿易戰空窗期內可望反彈  

昨日(5/15)在美中可望展開新一輪貿易談判及美國擬延遲對進口汽車及零組件加徵關稅下，緩解市場對貿易衝突升高的擔

憂，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多數上漲，其中在FAANG尖牙股領漲下，帶動通訊服務類股上漲1.5%，表現較佳，僅

金融、公用事業下跌0.1%，表現較差。在原物料方面，2Q19因巴西淡水河谷(Vale) Brucutu礦區復產決議被法院撤銷，預

期2Q19鐵礦砂價仍維持相對高檔；銅價受四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走弱，下游企業採購謹慎而走跌，然因供給

投 資 策 略  

公債市場投資人對於景氣維持悲觀的看法，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創2017年12月以來新低。本行認為，近期股市再度受到

貿易相關訊息所干擾，2Q19經濟成長是否穩固於2.5%取決於信心面是否能夠擺脫貿易談判的衝擊，全球貿易及美國以外

的國家經濟環境惡化壓抑利率走勢，在市場氛圍轉趨保守加上通膨預期放緩及經濟成長疑慮增溫的環境下，本行下修美10

年期公債殖利率2Q&3Q19預估值由2.7%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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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緊，預期銅價仍可望反彈，研判2Q19原物料指數於貿易戰空窗期內可望反彈，次產業以礦產將優於化工。而此波美中對

雙方進口化學、農化、穀物的關稅上調，因中國進口美國農化為低階產品，美國無生產，將使美國農民採購成本上升；美

國化工出口中國以高階產品為主，雖可分散至其他非美地區出貨，然生產及運輸成本提高，若美中貿易衝突無法緩解，將

影響2H19中美化學廠獲利。後續風險來自下游終端產業受貿易戰影響而拖累2H19對原物料的需求。 

< 信用>汽車製造商關稅風險亦為機會，南非煉油廠產能疑慮以主權債較有表現空間  

美國商務部進行232調查原預計總統川普將於5月18日前公布，但市場消息指出川普計畫延後實施汽車關稅。檢視汽車製造

商對美國進口關稅曝險程度，以美系汽車製造商如通用汽車(GM)與福特影響較歐系車廠低，其中通用汽車於2017年將歐洲

汽車業務出售給法國標緻雪鐵龍集團(PSA)影響不大，福特則採歐洲當地生產當地銷售，預期受美國關稅影響低，但仍面對

歐洲經濟動動能挑戰。而歐系汽車製造商出口至美國占整體銷量來看，以捷豹路虎及Volvo分別為19%及12%影響較大，而

德國汽車製造商寶馬(BMW)及戴姆勒(Daimler)則為9至10％，此外飛雅特克萊斯勒(FCA)大多從墨西哥及加拿大進口，預期

美墨加協定有助降低曝險，而奧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即便自歐盟進口占銷量達20%，但豪華房車將以訂價移轉給消費者

方式來減輕關稅影響。此外，中國本週宣布將對自美國進口汽車零組件關稅提高為10至25%來反擊，考量(1)關稅恐對汽車

及零組件製造商自由現金流量產生負面影響，(2)欲避開美國關稅，遷廠於美墨加協定地區將產生額外資本支出，評估歐系

汽車製造商於美國當地產量小於銷量者，以戴姆勒及捷豹路虎或需額外擴廠支出，欲投資汽車類債券以帳上自由現金流量

豐沛，且受關稅潛在衝擊較低的汽車製造商為首選。 

南非能源公司Sasol表示於美國當地煉油廠已完成96%，緩解投資人對該公司資本支出擔憂。檢視Sasol淨財務槓桿約2.2

倍，考量(1)面對南非對於燃油標準制定未果，Sasol可能出售旗下煉油廠Natref造成部分產能減少，(2)旗下Sasol Secunda 

Operations (SSO)長期停產面臨關閉，導致上半年產能下滑6%，(3)匯率對外債資金成本影響甚鉅，評估今年以來Sasol債

券價格漲幅已逾11%，加上新興國家貨幣政策偏寬鬆方向未變且主權債評價面吸引力仍較企業債高，以財政體質穩健主權

債較有表現空間。 

<匯市>貿易戰憂慮稍減，外匯市場重回整理格局，關注人民幣是否穩定 

美國總統川普原訂在5/18作出是否對歐日課徵汽車關稅的決定，而媒體報導美國政府將推遲課徵關稅的決定，以避免同時

與多國開戰的問題，消息傳出後，歐元兌美元稍走揚，整體在1.12上下震盪。而美國零售銷售月減0.2%，意外不如預期，

也稍壓抑美元的走勢。近三日市場對貿易戰憂慮的情緒稍減，外匯市場暫重回小幅震盪的格局，人民幣快速貶至6.9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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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稍作整理。中國人行稱在香港發行央行票據，此舉可拉高離岸人民幣的利率，減低空頭出手的機會，市場認為在此時間

點出手，穩定匯率的企圖心明顯。整體而言，非美貨幣還難看到太多升值動能，美元上半年強勢的看法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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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5/15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15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5/10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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