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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2Q的通膨數據應都還是
偏高，中國為全球第二大進
口國，清零政策動態壓抑全
球需求。

 全球景氣循環走到中後期雜
音將越來越多。

 高本益比股市修正以及利率
彈升，可望令股市與債券的
投資吸引力升高。

觀點評析
《聯準會短線鷹派論調不變，中國封城壓抑消費電子需求》

美國4月CPI年增率8.3%，自前月的8.5%小幅緩解，但高於

市場預期的8.1%，下滑幅度仍相對受限，美國2Q的通膨數

據應都還是偏高。中國上海封城已經超過1個月，汽車、手

機、PC等終端銷售紛紛出現衰退的趨勢，中國汽車工業協

會公布4月汽車銷售118萬，無論年比或月比都高達-47%，

中國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國，後續將觀察中國清零政策動態對

全球景氣的影響。

《景氣循環中後期政策基本面雜音多，理性冷靜應對為上》

美國通膨略有放緩緩但高於預期，市場依舊預期FOMC6月

會議將升息3碼，不甩鮑威爾在上次會議定調升息3碼機率不

高的聲明，顯示市場對升息路徑的預期相當不穩定，與此同

時，烏俄戰爭和中國封城造成製造業與能源供應端混亂的局

面仍存，全球景氣衰退的潛在風險擔憂持續，對盤勢造成嚴

重干擾。目前景氣循環走到中後期，雜音會越來越多，但從

過去觀察景氣衰退的指標美國3M10Y利差仍在拉大來看，

研判景氣衰退機率仍低。

《全球市場波動加劇，股債均衡布局》

全球股匯債市波動加劇，高本益比股市修正以及利率彈升，

可望令股市與債券的投資吸引力升高，建議股債均衡布局。

在債市方面，考量聯準會升息對信用債市擾動仍存，存續期

間僅4.4年的美國非投資級債仍為短線降低利率風險之首選。

股市方面，短期市場對景氣衰退擔憂仍在，在景氣擴張中後

期階段，成長型與防禦型股票風格轉換迅速，可適度增加防

禦性資產包括健護、核心消費、公用事業等類股平衡風險，

目前全球成長型股票本益比為23倍，較過去十年平均20倍

仍高，建議等待升息利空鈍化後的成長股布局契機。

政策基本面雜音停看聽

資料來源：JPM，2022/5/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2022/5/12

重點摘要

美國10年減3個月利差走勢 景氣衰退期間 長線中位數

美長短利率暗示景氣衰退機率仍低



左圖：美股反彈，然經
濟數據不如預期仍壓抑
投資信心，美信用債利
差略收斂但仍在5年均值
之上

新興市場債市利差成熟債市利差

右圖：聯準會收緊貨幣
政策的不確定性仍存，
惟美國雙率未再創高，
新興債市利差小幅收斂，
惟未扭轉擴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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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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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市場風險趨避疊加
Fed加速退場帶動美元
多頭局勢

資料來源：左，AAII，2022/5/11，右，Bloomberg，2022/5/3，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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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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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1.3 2.3% -8.6% -9.2% -10.5% -3.8% -7.4% -11.8%

美國 4023.9 2.4% -8.4% -7.5% -5.4% -3.8% -7.1% -9.8%

歐洲 3605.1 2.1% -4.7% -1.8% 1.6% -1.2% -1.3% -1.3%

泛太平洋 160.1 1.6% -7.1% -14.9% -23.7% -3.4% -7.8% -16.4%

新興市場股 1004.5 1.7% -9.2% -17.6% -27.4% -4.3% -9.0% -18.3%

拉丁美洲 2244.0 1.6% -13.4% -5.5% -15.9% -3.6% -8.8% -4.5%

新興歐洲 81.2 2.3% -15.1% -71.1% -77.3% -6.7% -27.3% -72.1%

新興亞洲 535.6 1.8% -8.5% -17.6% -28.7% -4.2% -8.9% -19.0%

中國A 3084.3 1.0% -3.5% -11.6% -14.1% 1.5% -3.9% -11.0%

印度 52793.6 -0.3% -7.6% -8.5% 0.5% -5.6% -7.0% -7.7%

東協 642.0 0.8% -7.2% -12.4% -12.4% -5.0% -7.7% -8.7%

科技 432.0 3.7% -8.8% -12.1% -11.0% -4.6% -9.8% -16.6%

非核心消費 323.1 3.5% -14.1% -17.8% -21.1% -6.9% -12.4% -21.1%

核心消費 276.9 1.4% -2.9% -3.1% -0.8% -1.6% -1.1% -1.2%

工業 288.6 1.4% -7.1% -9.6% -15.8% -3.6% -7.6% -13.8%

金融 128.1 1.6% -9.2% -15.2% -11.9% -4.2% -8.9% -12.4%

地產 225.3 2.4% -10.4% -6.6% -11.5% -6.0% -8.0% -10.7%

原物料 325.6 1.5% -11.3% -7.1% -10.2% -4.8% -7.3% -7.0%

能源 232.8 3.1% -1.6% 13.2% 34.4% 2.2% 4.1% 24.7%

公用事業 157.5 1.2% -5.5% 2.9% -0.1% -2.1% -2.1% -0.1%

健護 329.3 1.3% -7.7% -1.4% -2.7% -3.1% -4.8% -6.0%

通訊服務 81.9 2.5% -10.3% -12.5% -24.7% -2.5% -9.3%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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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