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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短缺提供長線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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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俄短期達成協議有一定難度，
衝突持續將打擊全球能源&原
物料供應

 天然資源受低庫存及需求逐漸
回升支撐，對2Q22持正向

 以抗震及對沖通膨策略因應市
場波動風險

觀點評析
《俄股恐慌崩跌壓力趨緩，但制裁與烏俄衝突仍將打壓指數》

自烏俄開戰以來，俄羅斯股市經歷巨震，政府甚至被迫關閉金

融市場以避免恐慌情緒擴散。在歐美嚴厲制裁的背景下，市場

資金一度出現外逃壓力，令境內外盧布報價差異顯著擴大。俄

羅斯央行則是緊急以大幅升息加上資本管制措施因應。隨著境

外盧布與境內盧布價位漸趨收斂，顯示市場恐慌狀態已逐步緩

和，也代表政策措施逐漸收效。儘管歐美陸續加碼制裁，但當

前歐洲在各國依賴俄羅斯能源程度有所差異下對於制裁俄羅斯

能源仍是意見不一，預料短期要完全剔除對俄羅斯原油&天然

氣的依賴仍有難度，因此亦貢獻了俄羅斯一定的外匯資金流入。

整體觀之，俄股恐慌崩跌壓力似已趨緩。然考量烏俄雙方對於

談判中之安全保障與協議公投兩大關鍵問題尚無顯著共識，恐

拖延協議達成步調。加上俄外長拉夫洛夫日前指出，俄羅斯不

會趕在某個日期前人為結束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間接宣

告5/9前並不會停止攻擊。料雙方衝突短期恐將延續，歐美既

有制裁力道亦將維持，對於俄羅斯經濟&企業獲利動能帶來的

負面影響仍將繼續壓抑俄股，俄央行逐步下調政策利率所帶來

支撐相對有限，對於俄羅斯將成為顯著利空因子，維持俄羅斯

指數負向展望，而烏俄衝突持續僵持令雙方將繼續限制原物料

出口，料全球能源&原物料供應受阻下的外溢效果亦將延續。

《天然資源受低庫存及需求逐漸回升支撐，對2Q22持正向》

就近期公布的1Q22天然資源財報受能源價格高漲抵銷銷量減

少，多數仍優於預期。在能源方面，雖受美國及國際能源署

(IEA)成員國計畫22/5月~22/10月定期釋出總計2.4億桶石油儲

備，壓抑油價上揚空間，然歐洲擬禁運或逐漸降低俄油進口，

預估今年受能源短缺危機、地緣政治衝突和確保能源安全，將

加速北美及中東地區的資本投資，且歐洲於春夏季將加大進口

境內外盧布差異縮小，顯示金融風險趨緩

資料來源：Goldman Sachs，2022/4/24，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整理，20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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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評析
重點摘要 液化天然氣提高儲氣率，天然氣需求將呈現淡季不淡，中國

陸續復工復產，對能源需求回升，加上OPEC+(石油輸出國家

組織及其盟友)產油政策轉向機率低，6月應會延續先前的溫和

增產步伐，且部分成員國的增產能力受質疑，原油庫存仍處

低檔及石油儲備大降後也須回補，能源價格將維持高檔，對

前景展望樂觀，也提高股票回購金額支撐能源類股股價。在

原物料方面，雖短期受中國封控影響製造業供應鏈運作，工

業金屬價格多數回跌，然中國逐漸復工復產，且政策加速推

動交通、能源、水利、電網及信息等領域基礎建設對沖景氣

下行，歐洲加速綠色基建投及全球提高電動車、半導體及高

效能運算的投資，加上產業多年資本支出下滑、疫情干擾及

戰事影響穀物供給，使全球大宗商品庫存處於低檔，部份生

產國也祭出限制出口貿易的保護政策或受制裁導致出口下降，

預期在禁令未放寬前，且因天然資源分配不均，各國拉幫結

派企圖重塑西方及中俄兩極貿易供應鏈秩序下，將提高對大

宗商品的安全儲備需求，原物料產業中較看好糧食、肥料及

有色金屬價格將維持相對高檔，2Q22相關公司獲利仍佳，其

中產業鏈上游礦產利潤將優於下游。

資料來源：摩根大通，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2/4/26

重點資產推薦

《以抗震及對沖通膨策略因應市場波動風險》

近期受高通膨、美歐經濟數據和企業財測憂喜參半，對景氣衰

退的擔憂及升息預期致美國公債利率飆升，衝擊金融市場大幅

震盪，預期因貨幣政策差異與基本面優勢，建議增加美元並搭

配基本面較佳的美股，產業投資則可以能源及大宗商品對沖通

膨，並搭配健護及核心消費等防禦型產業來因應市場波動風險。

全球大宗商品庫存處低檔，提高儲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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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聯準會加速升息
及經濟成長放緩等不確
定因素降低投資人風險
偏好，美信用債利差在
五年均值上下震盪

新興市場債市利差成熟債市利差

右圖：聯準會利率會議
在即，美國雙率維持高
檔，新興債市利差同步
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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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3

左圖：美股散戶投資人
情緒再度來到新低，市
場情緒相當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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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27，右，Bloomberg，2022/4/1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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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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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9.8 0.5% -6.7% -10.1% -5.9% -3.6% -5.0% -8.5%

美國 4175.5 0.5% -6.8% -9.0% -0.8% -3.7% -4.7% -6.5%

歐洲 3692.0 0.5% -1.2% -2.5% 6.2% -1.1% 0.5% 1.1%

泛太平洋 167.9 -0.1% -6.1% -11.9% -20.2% -1.7% -5.3% -13.1%

新興市場股 1069.2 -0.3% -6.4% -13.8% -23.0% -1.8% -5.6% -13.9%

拉丁美洲 2277.5 -0.1% -14.5% -2.3% -14.3% -8.6% -8.3% -3.7%

新興歐洲 86.0 0.2% -8.4% -74.4% -75.4% -6.8% -40.2% -71.3%

新興亞洲 572.5 -0.4% -5.9% -13.2% -24.3% -1.0% -5.0% -14.3%

中國A 3047.1 0.0% -7.2% -12.4% -15.3% -2.0% -6.7% -12.5%

印度 56976.0 0.0% -4.4% -2.5% 9.9% -1.2% -0.5% -0.3%

東協 685.0 -0.2% -4.3% -6.7% -6.5% -1.1% -3.0% -2.9%

科技 459.1 0.1% -7.6% -13.7% -2.0% -2.5% -5.9% -11.5%

非核心消費 347.1 -0.1% -9.3% -16.2% -14.5% -5.8% -8.4% -15.8%

核心消費 279.2 -0.2% -2.2% -2.5% 0.6% -2.4% -0.6% -0.4%

工業 298.5 0.4% -5.2% -10.6% -13.9% -3.1% -5.8% -11.3%

金融 133.6 1.2% -6.7% -15.4% -10.1% -3.8% -7.1% -9.0%

地產 238.1 0.8% -7.6% -5.3% -4.4% -5.1% -3.7% -5.9%

原物料 343.7 0.6% -5.0% -3.2% -7.2% -3.6% -2.9% -2.1%

能源 229.7 2.8% 1.5% 9.3% 34.2% 0.6% 4.1% 24.4%

公用事業 158.2 0.4% -6.6% -0.2% 1.7% -4.1% -1.3% 0.5%

健護 337.1 0.3% -6.9% -3.4% 3.3% -4.6% -2.9% -3.7%

通訊服務 83.9 0.6% -11.7% -15.5% -21.3% -5.1% -8.9% -19.8%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01/20 07/20 01/21 07/21 01/22

美非投資級債

美投資級債

利差(基點)

200

400

600

800

1000

01/20 07/20 01/21 07/21 01/22

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

新興企業債

利差(基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