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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中國> 

14 日中國公佈實質工業生產、零售與固定資產投資等數據，全數不如市場

預期，惟市場反應平淡，指數跌深反彈，創業板領漲，上證指數彈升 0.9%

至 3237.36 點，國企指數回升 1.27%至 10707.24 點。 

展望後市，7 月中國經濟數據不如預期因素錯綜，其中不排除受制限產、高

溫天氣和區域性水災影響所致，領先指標動能尚存，包括外貿出口先導指

數、固定資產投資的新開工項目以及土地供應等，本行維持中國景氣逐季放

緩判斷，然幅度可控，顯示今年中國經濟的韌性。不過留意近期因經濟數據

較無亮點，加上官方前週意圖控管大宗商品價格炒作現象，關注盤面領漲群

是否從周期股逐漸轉向股價整理後業績表現佳的內需消費股。 

MSCI 十一大產業昨日多數反彈，其中強勢產業科技族群上漲 1.5%，波動最

大的半導體次產業更是反彈 2.3%，維持強者恆強態勢。然唯一逆勢走弱的

能源產業下跌 0.13%，乃因 EIA(美國能源部)於 8/14 所發布鑽井生產力報

告，預估美國七大頁岩層於 9 月將續創紀錄新高來到 615 萬桶日產量，布蘭

特原油昨日收盤來到 50.32 美元，下跌 2.8%，拖累類股指數走弱。同時，

上週三大能源報告發布，包含 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IEA(國際能源署)與

EIA(美國能源部)等，皆傳遞出全球供給依舊向上攀升的隱憂，尤其 OPEC

公布的 7 月產量仍較 6 月增加，最大增產來自豁免國利比亞及奈及利亞，沙

烏地阿拉伯本身也持續增加，然目前用油旺季使得美國庫存消耗情況良好，

同時 OPEC 第六大產油國委內瑞拉政治風險仍存，倘若美國祭出石油制裁，

油價將再攀升，本行現階段維持布蘭特原油多數時間在 45-55 美元的看法，

類股仍因評價偏低、獲利自谷底回升，建議可逢低分批布局。 

固定收益  

<Rates 利率> 

上周末韓國總統文在寅敦促和平解決北韓地緣政治局勢，金融市場風險偏好

回升，美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從 6 周新低反彈。美國聯準會紐約行長

Dudley 釋出鷹派訊息，表示勞動市場逐漸趨緊，通貨膨脹目前雖低於目

標，但中長期仍將回到 2%，倘若經濟繼續溫和成長，他支持 2017 年再升

息一碼，美國 12 月利率期貨隱含升息機率為 44.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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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 ,截至  8/14收盤，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

理。*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11。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7/8/14 

原 物 料  

<DM 貨幣>上週五美國公布 7 月 CPI 年增率 1.7%，但低於預期的 1.8%，

連續五次不如預期，聯準會年底升息機率再降，市場反應不小，數據公布後

美元指數大幅轉弱，盤中一度貶破 93。不過通膨雖低於預期但已較 6 月的

1.6%有所回升，昨日紐約聯準會主席 Dudley 表示他預期通膨將有所上升，

若經濟如期發展，將支持今年再次升息，加上美國和北韓間的緊張情緒稍有

緩解，美方表示在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上仍將以外交手段為主要方式，避險貨

幣日圓和瑞郎回貶，支持美元指數反彈。本週關注重點為今日將公布的零售

銷售數據、週三凌晨的聯準會會議紀錄、週四的工業生產數據。零售數據已

連續三次不如預期，關注本次數據是否可回穩。CFTC 期貨部位方面，美元

淨空頭部位續創新高，不過美元近期已有探底趨穩現象。 

<EM 貨幣>中國 7 月份工業增加值和 1-7 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皆弱於預

期，上週五中國央行表示將做好同業存單納入 MPA 考核的準備工作，這將

進一步讓中小銀行去槓桿，貨幣政策不會輕易放鬆，中間價自上周五開始漲

幅弱於預期，人民幣也隨之有所回貶。本行仍預期中國企業 unwind 外匯避

險部位的動作將持續，預期人民幣在目前的價位有所震盪。 

外匯看板  

整體而言，8 月份為暑假期間，市場交投略顯清淡，短線北韓風險若暫時告

一段落，市場將回歸正常軌道，惟通膨數據持續不如預期降低市場對今年升

息的展望，本行認為，在經濟成長優於預期的環境下，進入 9 月份聯準會再

度釋出貨幣緊縮政策的可能性高，十年期美債殖利率未來 3 個月 2.1-2.4%

區間的看法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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