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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觀點
景氣疑慮及政策緊縮仍有待消化

2022/5/9

 美國景氣尋求軟著陸，疫情
對中國經濟拖累加劇。

 縮表對資金流入金融資產帶
來壓力，股價已有所反映增
長趨緩。

 景氣疑慮及央行鷹派論調短
期難扭轉，投資仍宜謹慎布
局。

觀點評析
《美國景氣尋求軟著陸，疫情對中國經濟拖累加劇》

儘管美國第一季GDP季增年率出現-1.4%的萎縮，但年增仍

有3.6%，經濟現狀並不差。惟在貨幣政策調整下，需求和

景氣放緩仍難以避免，加以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已出現週期性放緩現象，後續則觀察服務業能否提供支撐。

中國4月官方與財新製造業PMI創近兩年最低，生產收縮與

庫存上升的負向循環，供應商交貨時間暴跌也凸顯封鎖壓力

加劇，在清零政策從嚴施行下，研判經濟恢復曙光尚待時日。

《縮表對資金流入金融資產帶來壓力，股價已反映增長趨緩》

自四月下旬以來，全球股債市再度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美

十年公債殖利率突破3%，除反映國際貨幣基金(IMF)大幅下

調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估後，市場對於景氣增長面臨俄烏戰

爭延宕、中國防疫封控措施以及央行加速緊縮多重夾擊之下

恐面臨下滑甚至衰退風險加劇的擔憂。尤其觀察過去主要央

行資產規模擴增帶動資金持續流入金融資產，顯見短線當央

行資金開啟退場模式，同時利率及企業成本墊高後，股市在

增長下行及估值壓力下難擺脫震盪格局。

《景氣疑慮及央行鷹派論調短期難扭轉，投資仍宜謹慎布局》

儘管今年以來美國與景氣連動度較高的循環類股表現明顯落

後，似已反應當前景氣增長趨於放緩，然短期在俄烏局勢明

朗與中國增長回穩及通膨壓力實際緩解前，增長疑慮及央行

鷹派論調仍難輕易扭轉，因此短線在投資布局上而宜保持謹

慎，適度增持健護、核心消費、公用事業等防禦型產業降低

波動，科技短期因估值受利率影響波動仍大，留意長期角度

的布局契機。新興市場在美元強勢及全球金融條件趨緊下，

仍有貨幣貶值壓力，預期受惠原物料出口貿易條件改善利益

的拉美及部分東南亞有較佳表現機會。

縮表對資金流入金融資產帶來壓力

資料來源：Barclays，2022/4/27，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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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市場對通膨及經
成長不確定性仍高，且
聯準會6月即將縮減資產
負債表，美信用債利差
回到5年均值之上

新興市場債市利差成熟債市利差

右圖：投資人對縮表仍
感擔憂，且美元指數仍
處於5年高點，新興債市
利差擴大趨勢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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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6

左圖：美股散戶投資人
情緒稍有反彈但仍處在
相當悲觀的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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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4，右，Bloomberg，2022/4/19，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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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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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2.2 -0.8% -7.1% -8.3% -8.0% -4.2% -6.3% -10.0%

美國 4123.3 -0.6% -6.6% -6.3% -2.4% -4.0% -5.6% -7.6%

歐洲 3574.4 -1.8% -5.4% -3.3% 2.4% -3.7% -2.5% -2.1%

泛太平洋 164.2 -1.7% -5.3% -12.5% -21.9% -3.0% -6.8% -14.7%

新興市場股 1031.5 -2.6% -7.2% -15.5% -25.3% -4.3% -8.2% -16.6%

拉丁美洲 2238.2 -0.8% -14.7% -5.2% -16.7% -8.1% -9.7% -5.1%

新興歐洲 83.5 -0.9% -13.0% -73.5% -76.3% -8.0% -36.5% -71.8%

新興亞洲 549.7 -3.1% -6.3% -15.1% -26.7% -4.1% -8.1% -17.4%

中國A 3001.6 -2.2% -5.2% -12.5% -16.6% -2.6% -7.5% -13.7%

印度 54835.6 -1.6% -7.0% -2.8% 4.8% -4.0% -4.0% -4.1%

東協 672.1 -1.6% -4.4% -7.5% -8.0% -2.4% -4.4% -4.7%

科技 446.1 -1.1% -6.8% -11.3% -5.7% -4.3% -8.1% -14.0%

非核心消費 332.9 -1.1% -10.7% -16.3% -17.9% -8.2% -11.4% -19.1%

核心消費 276.3 -0.6% -3.9% -2.0% -1.3% -2.9% -1.6% -1.4%

工業 295.2 -0.8% -5.2% -8.5% -14.7% -3.5% -6.5% -12.1%

金融 131.3 -1.0% -8.2% -14.2% -11.5% -4.4% -7.9% -10.4%

地產 232.3 -1.3% -8.3% -4.1% -7.4% -6.2% -5.8% -8.1%

原物料 337.6 -1.3% -7.0% -3.2% -7.9% -4.4% -4.5% -3.8%

能源 239.6 2.1% 5.3% 14.5% 39.0% 4.3% 7.9% 29.2%

公用事業 159.5 0.4% -4.9% 4.0% 2.3% -2.4% -0.6% 1.3%

健護 334.1 -0.6% -8.5% -0.5% 0.9% -4.2% -3.7% -4.6%

通訊服務 82.2 -1.4% -11.1% -14.2% -23.7% -5.5% -10.2%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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