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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評析
重點摘要 《法國總統大選馬克宏連任成功，消除歐盟一體化風險》

法國現任總統馬克宏在第二輪投票擊敗了極右翼政黨候選人

雷朋，成為法國20年來首度連任的總統。由2022年與2017年

大選的得票率可知，馬克宏在法國人民的聲望正在下降，法

國人民對極右翼包容度上升，其主要原因出在經濟問題，法

國通膨物價飛漲，加上馬克宏任內所推行的稅改政策，皆加

劇人民購買力下滑，富人階級從稅改中得到了較多好處。預

估馬克宏總統在第二任期將遭到越來越多中低階層選民的抵

制，國內勞動改革將停滯不前，但有望繼續減輕企業稅制負

擔，有利民間投資動能。

《歐元區貨幣政策朝正常化而非緊縮化發展》

儘管歐洲經濟前景受烏俄戰爭結束購債，但歐洲央行官員言

論仍繼續朝鷹派方向發展，再加上歐元區4月服務業PMI創8

個月新高，這意味著歐洲央行將在６月的利率會議上給出更

明確的升息前瞻指引。歐元區絕大部份的通膨是來自於能源

成本的上升，目前還沒有跡象顯示通膨對薪資產生顯著的二

次效應，但已有官員認為不應該等著薪資加快成長才來升息，

故不排除７月升息的可能性，預估今年歐洲央行將利率升至

零或略高於零的區域，貨幣政策更像朝正常化邁進而非緊縮

化發展。

《歐洲價值股優勢在全球波動度高行情中喪失》

法國大選結果底定，令原本擔心雷朋當選會擾亂歐洲市場的

投資人鬆一口氣，基本上歐洲股匯債短線應該會從馬克宏當

選中獲益，但鑒於市場目前面臨的一系列其他挑戰，包括中

國疫情封鎖，地緣政治風險，油戰以及通膨升息等，法國大

選的好消息可能激不起太多火花，歐洲價值股在全球股波動

策略觀點
法國總統連任激不起火花

法國總統連任激不起火花

資料來源：Ifop-Fiducial，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匯整，20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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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評析
重點摘要 性高的行情中並未有優勢。中期來看，因烏俄戰爭制裁或交

易規則改變而導致的任何供應中斷都將加劇歐洲的能源危機，

也對下半年歐洲景氣構成下行風險，對於金融市場的負向外

溢效果也還在持續，研判對於歐洲基本面與金融市場的副作

用將持續干擾歐洲市場，建議中立看待歐股表現。

策略觀點

 歐洲價值股在全球股波動性高
的行情中未具優勢

 投資人風險偏好降低，須強化
抗震及對沖通膨策略

《投資人風險偏好降低，須強化抗震及對沖通膨策略》

擔憂中國疫情封控拖累全球經濟、美聯準會採取鷹派升息及縮

減購債步伐將快於歐洲，加上重量級企業財報陸續公布，因市

場不確定因素仍多，企業多釋出憂喜參半的營運指引，降低投

資人的風險偏好，在投資上仍須強化抗震及對沖通膨策略，其

中美股在獲利、股息發放及利差上均較歐、日股具優勢，雖短

期震盪頗大，然仍為成熟市場首選，而在制裁陰影下，歐洲受

俄烏戰事拖累，建議2Q22遇反彈後可降低歐股比重；新興市場

則可留意受惠原物料出口貿易條件改善利益的拉美、印尼股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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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債及黃金等具有良

好抗震效果之相關資產。

重點資產推薦



左圖：聯準會加速升息
等多項不確定因素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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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速緊縮貨幣
政策、全球經濟成長不
確定性升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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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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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1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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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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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1.0 -2.3% -9.2% -9.7% -5.3% -5.6% -5.7% -8.6%

美國 4175.2 -2.8% -9.3% -9.0% -0.5% -5.7% -5.3% -6.5%

歐洲 3632.4 -0.7% -2.9% -4.5% 5.5% -3.1% -1.2% -0.4%

泛太平洋 166.4 0.3% -8.4% -11.1% -19.7% -4.6% -7.1% -14.3%

新興市場股 1049.4 0.3% -8.7% -13.5% -22.4% -5.6% -8.5% -15.9%

拉丁美洲 2319.5 -2.5% -13.4% 1.0% -6.2% -10.7% -6.6% -2.1%

新興歐洲 89.0 -2.1% -9.5% -72.4% -73.7% -6.1% -45.7% -70.8%

新興亞洲 558.3 0.7% -8.7% -13.5% -24.6% -5.3% -8.5% -16.9%

中國A 2886.4 -1.4% -11.6% -14.1% -19.7% -9.2% -12.6% -17.4%

印度 57356.6 1.4% -2.3% -3.7% 12.4% -1.7% 0.0% 0.6%

東協 684.0 -0.2% -5.0% -2.8% -3.8% -2.6% -3.5% -3.2%

科技 448.7 -3.5% -14.0% -15.2% -4.3% -7.5% -9.0% -13.6%

非核心消費 354.5 -3.9% -11.6% -12.9% -12.2% -6.6% -7.5% -14.2%

核心消費 283.9 -1.1% 0.2% -1.7% 1.9% -0.9% 0.9% 1.3%

工業 300.9 -1.7% -9.3% -9.9% -11.8% -4.2% -5.8% -10.8%

金融 134.1 -2.1% -10.1% -12.7% -8.2% -5.6% -7.9% -8.8%

地產 249.0 -1.2% -2.5% -1.4% 2.8% -2.0% 0.5% -1.6%

原物料 338.1 -1.7% -8.2% -3.9% -6.7% -6.7% -4.7% -3.9%

能源 217.3 0.2% -5.0% 4.6% 32.8% -5.2% -1.0% 18.4%

公用事業 161.9 -0.9% -2.3% 1.2% 3.1% -3.0% 1.1% 2.8%

健護 341.8 -1.7% -4.9% -1.7% 3.3% -4.6% -1.7% -2.3%

通訊服務 83.8 -2.7% -13.8% -19.4% -21.5% -8.8% -10.3%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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