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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共存的亞洲股債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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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新興亞股恐續臨投資逆
風，通膨隱憂未除外，更多新
亞國家加入貨幣政策轉折點

 新興亞洲的獲利動能分歧，中
國下修，坐享豐富天然資源的
印尼持續上修

觀點評析
《新興亞洲投資前景雜音不斷，利基型東南亞國家可留意》

美聯準會官員的鷹派言論拉升市場對美升息預期，貨幣政策加

速緊縮疑慮讓亞洲電子股評價面普遍承壓，舊的利空未除，中

國長江三角地區供應鏈中斷後復工時間持續未定，而就算如上

海公布666家企業名單可望逐步復工，但復工規定嚴苛，生產

線員工必須要遵守「兩點一線」管理，要求員工指定崗位工作

和住宿，人力能否如期回籠也是疑問。細分與台影響較密集的

產業，昆山、蘇州地區大多以PCB族群為主，欣興、南電都在

昆山設廠，金像電、景碩、華通則在蘇州設廠，此外也需關注

網通族群(中磊、啟碁)等影響。

另一個事件面利空屬中美延續的政治角力，如本行先前所提，

由於正值美股財報季，陸續有中概企業批露年報，但中美間存

證券監管歧異，預計會有更多中概股加入臨時退市清單，

SEC(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再將五家中概股公司從臨時名單轉

入確定名單，並新增17家中概股加入退市風險的臨時名單。

展望後市，第二季新興亞股恐續臨投資逆風，通膨隱憂未除外，

更多新亞國家加入貨幣政策轉折點，如台灣央行3月升息一碼

超越過去會議升息半碼的幅度，印度也可能在第二季成為率先

升息的南亞國家。更為關鍵的是，市場對新興亞洲的經濟成長

動能轉趨悲觀，相較1月，IMF 4月對新興亞洲2022年經濟預

測下修0.5%至5.4%，2022年MSCI新興亞洲指數獲利增速由

10%下修至7%，下修主要集中在中國與香港，東南亞普遍獲

利增速上修。總體來看，新亞評價面雖遠低於過去20年平均，

但基本面未見曙光，建議先暫時避開新興亞洲股市，而坐擁豐

富原物料資源如錫、鋅、煤及農產品出口大國印尼則較具優勢。

此外儘管近期越南股市受政府加強監理金融市場違規引發動盪，

但中美政治角力與疫情的衝擊下加速供應鏈轉移，搶單能力強

的越南具長線保護短線的投資價值。

新興亞洲獲利增速分化

資料來源：高盛，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2/4/22

重點摘要

█過去一週獲利上下修幅度(%)
█過去三個月獲利上下修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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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於總體經濟風險猶存，
亞洲中短天期投資級債債信
相對穩健

觀點評析

雙印投資級債殖利率高於全球投資級債

資料來源：ICE Data Indices、Bloomberg，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彙整，2022/4/22

重點摘要 《內外風險猶存，具題材亞洲投資級債可望有較佳防禦性》

通膨高漲環境通常不利於亞洲債市表現，亞洲當地與海外無

風險利率已上升，加上聯準會近期堅定積極的緊縮貨幣政策、

中國官方抗疫追求動態清零的態度，預期這些總體經濟風險

因素將在未來幾季持續打壓亞洲債市，考量(1)亞洲非投資級

債仍面臨債信惡化困境，但投資級企業債信已連三季淨調升

相對穩健；(2)投資人分散中國地產債部位需求，加上亞洲大

宗商品及能源相關產業非投資級債表現強勢，支撐亞洲非投

資級/投資級債利差比低於2018年以來均值；(3)亞洲信用債市

短率自去年中以來已快速上升，長天期債期限貼水並不高；

(４)亞洲投資級債殖利率曲線己接近過去六年高點，且殖利率

水準與美投資級債相當，存續期間僅不到5年，中短天期亞洲

投資級債預期為防禦力較佳的券種。

印尼及印度為殖利率水準相對較高的亞洲國家，只要匯價走

勢平穩，印尼企業應可望維持良好的資產負債表；印度經濟

雖容易受高油價衝擊，但當中仍有因烏俄衝突而得利的產業，

如鋼鐵商可望因此提高對歐洲市場出口份額，均屬能受惠通

膨上升者。雖然印度與印尼投資等級企業債目前利差

193&212個基點低於長期均值，但從殖利率角度來看並不算

太貴，可望吸引一些有高殖利率需求的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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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震盪下，留意風險亦須把握機會》
全球通膨壓力居高不下，加上中國清零的防疫政策，以及各國
對俄羅斯制裁有增無減，恐讓全球供應鏈大亂問題延續，疊加
各國央行緊縮政策腳步加快，市場短期對景氣疑慮不易緩解。
鑒於強勢美元的影響，本行相對看好美國。新興市場中除拉
美、印尼受惠原物料行情外，其餘應保守看待；產業則可選擇
能源、原物料等高通膨下的直接受惠產業，並搭配健護、核心
消費、公用事業、人民幣債等具有良好抗震效果之相關資產。

重點資產推薦



左圖：對聯準會加速升
息之預期降低投資人風
險偏好，美信用債利差
擴大

新興市場債市利差成熟債市利差

右圖：市場對美國貨幣
政策不確定性並未因官
員談話而消除，新興債
市利差升至四月以來高
點

資料來源：左，BofA ICE Indices，右，BofA ICE Indices ，虛線為對應指數之五年均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22/4/25

左圖：美股散戶投資人
情緒持續維持在歷史低
位

CFTC美元期貨投機部位淨多/空單美國AAII散戶投資人情緒指數-多減空

右圖：美元期貨部位維
持高度淨多單局面，
Fed加速退場帶動美元
多頭局勢

資料來源：左，AAII，2022/4/20，右，Bloomberg，2022/4/12，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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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25 累計報酬率 昨日收盤價與各均線距離

收盤價 報酬率 近20日 近60日 近240日 月線距離 季線距離 年線距離

成熟市場股 2877.7 -0.2% -7.5% -6.8% -3.0% -3.9% -3.6% -6.4%

美國 4296.1 0.6% -7.2% -5.5% 2.6% -3.5% -2.7% -3.8%

歐洲 3656.8 -1.7% -2.5% -3.7% 6.2% -2.6% -0.6% 0.3%

泛太平洋 165.9 -2.1% -8.1% -10.6% -19.7% -5.3% -7.5% -14.6%

新興市場股 1046.0 -2.7% -8.0% -13.8% -22.3% -6.4% -9.0% -16.3%

拉丁美洲 2377.8 -3.6% -11.1% 2.6% -3.1% -9.2% -4.2% 0.3%

新興歐洲 91.0 -2.1% -6.9% -71.6% -73.0% -4.6% -45.8% -70.3%

新興亞洲 554.2 -2.9% -8.1% -14.0% -24.7% -6.5% -9.3% -17.6%

中國A 2928.5 -5.1% -8.6% -12.9% -18.2% -8.5% -11.5% -16.3%

印度 56579.9 -1.1% -2.4% -3.9% 11.7% -3.2% -1.4% -0.7%

東協 685.4 -0.7% -4.2% -2.5% -3.3% -2.6% -3.4% -3.0%

科技 465.1 1.1% -12.1% -11.6% -0.7% -4.8% -5.9% -10.4%

非核心消費 368.9 0.0% -9.2% -9.5% -7.9% -3.5% -4.0% -10.8%

核心消費 287.2 0.0% 1.7% 0.7% 3.0% 0.3% 2.0% 2.5%

工業 306.2 -0.8% -8.0% -7.4% -10.2% -3.0% -4.3% -9.3%

金融 137.0 -1.0% -8.6% -10.1% -6.3% -4.1% -6.1% -6.9%

地產 252.0 -0.6% -1.8% 1.1% 4.3% -1.0% 1.7% -0.4%

原物料 343.9 -1.9% -6.3% -1.3% -5.2% -5.5% -3.1% -2.3%

能源 216.9 -3.8% -3.6% 4.6% 33.5% -5.6% -1.1% 18.4%

公用事業 163.4 -0.6% -0.5% 3.4% 4.0% -2.2% 2.1% 3.8%

健護 347.7 0.2% -2.8% 1.1% 4.7% -3.2% 0.0% -0.7%

通訊服務 86.2 1.1% -11.9% -15.1% -19.0% -7.0% -8.1%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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