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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中國>上證 3300 點整數關卡上週攻堅成功後，市場投資信心回暖，7 月規

模以上工業利潤年增速維持高位，加上證金公司 2 季度增持券商股，上證指

數週一放量上漲續升 0.93%至 3362.65 點，指數創 2016 年以來新高。 

展望後市，基本面來看，短線雖因炎熱氣溫制約經濟動能，但整體仍維持明

朗景氣能見度，本週可關注 8 月官方 PMI 數據表現；企業獲利方面 8 月中

旬正在公布的第二季企業財報成績頻傳佳音，而政治面又有十九大會議即將

舉行，為求政權穩定交班醞釀維穩行情隨侍在側加持。今年以來中國上證指

數漲幅落後，價值面相對低估，本行認為低基期且基本面改善的中國後市不

宜看淡。 

<能源>MSCI 十一大產業昨日多數上漲，其中成長型的科技，以及防禦型的

公用事業與健護漲幅較大，能源與金融下跌約 0.2%，再度回到近期科技與

公用事業走強的雙主軸。此外，美國颶風哈維(Harvey)重創墨西哥灣，機構

預估目前煉油產能每日停產約 220 萬桶，同時也撤離該區 105 個鑽油平台

和設備，每日原油停產產量約近 40 萬桶，原油與煉油產能皆受到影響，因

此雖然原油價格一度走揚，但煉油廠停工狀況更嚴重，反將會暫停原油消耗

及減少汽油產出，昨日布蘭特原油收盤時間來到 51.32 美元下跌 0.7%，美

國無鉛汽油近一周則上漲 1.5%。 

類股方面，上游石油與天然氣鑽井昨日下跌 2.9%，下游煉製及營銷則上漲

1.22%，短期間對整體類股相對有壓力，然本行認為尚不至影響油價回到

50 美元之下，而過去十年以來，MSCI 能源指數僅有在布蘭特原油低於 50

美元時，才會跌破 190 指數關卡(目前位在 193)，倘若全球景氣持續走揚，

整體盤勢相對正向，能源類股指數理應將緩步回升，短期可區間操作。 

<Rates 利率>北韓再度發射導彈衝擊市場信心，導致黃金、日圓及美債等

避險資產受到短線資金追捧，此外美國近期受到哈維颶風重創德克薩斯州，

再加上聯準會主席葉倫在 25 日舉行的全球央行年會發言中，未提及升息和

縮減資產負債表等相關敏感議題，種種原因均引領美國十年公債利率再度受

到避險買盤推升而回落至 2.13%的相對低檔水位。無獨有偶，在歐洲方面，

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亦未特別提到貨幣政策，僅表示儘管量化寬鬆終將結

束，但歐元區利率立場仍將寬鬆，此談話一出亦導致歐元區多數主要國家公

債利率出現回落跡象，德法 2 年期公債均有 2 個基點左右的回落幅度(下頁)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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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 ,截至  8/28收盤，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

理。*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8/25。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資料來源：Bloomberg, 2017/8/28 

原 物 料  

<DM 貨幣>傑克森洞央行年會上，雖然聯準會主席葉倫和歐洲央行主席德

拉吉都沒有提到貨幣政策的前景，也沒有表示對目前通膨偏低的看法，而是

集中在討論對金融監管的議題，但仍造成匯市的波動。不過雖然完全沒有提

及貨幣政策，但市場解讀為對葉倫釋出較鷹派訊號的期待落空，12 月升息

機率持續維持低位，使美元明顯走低，昨日貶破前低，來到 92 上方；葉倫

在金融監管政策上看法跟總統川普明顯不一致，也讓市場認為葉倫連任可能

性下滑，目前呼聲最高的繼任者 Cohn，立場偏向鴿派的可能性較高，也或

將壓抑美元長期走勢。 

德拉吉在年會上點明全球經濟復甦正在增強，也推升歐元走勢，歐元兌美元

目前升至 1.20 下方，該價位為中期重要整數關卡，若升破則更可確認歐元

中長期趨勢向上。整體而言，美元雖在 8 月初如本行先前預期出現小幅反

彈，但反彈力道較預期來的更為弱勢，川普政府不論是人事地震或是債務上

限問題，都持續壓抑美元反彈動能，而在傑克森洞年會後美元又開始再度走

低甚至貶破 8 月初的低點。建議在台對外換匯上增加非美貨幣的比重，目前

仍建議以趨勢最佳的歐元、澳幣、人民幣為主。日圓方面，由於北韓發射導

彈，導彈經過日本北部地區上空，墜落於太平洋海面，造成日股走跌、避險

資產黃金和日圓走強。 

<EM 貨幣>美元走弱的大環境下，亞幣普遍出現反彈，人民幣中間價持續創

下 1 年來最強的水準，USDCNH 向下突破下降趨勢通道的下緣，顯示人民

幣可能獲得進一步升值的動能，有機會再測 6.60 的位置。過去兩年中國個

人和企業在人民幣貶值的期間囤積了大量美元，若美元未來明確掉入中期空

頭格局，這些部位的平倉將使得人民幣升值的趨勢更強。台幣也突破多日橫

盤整理的格局，各天期 NDF 點數也明顯走深，隨著台股指數站回季線，試

圖挑戰新高，加上 iphone 9 月登場的話題，有機會使台幣測試 30.10 的位

置。 

外匯看板  

<Credit 信用>美國公債利率降至低檔再度提供信用債券價格支撐，其中特

別以新興市場主權債券及全球投資等級債券等年期偏長的債券短線上漲幅度

較多，不過另一方面，受到熱帶風暴哈維 (Harvey) 過後，美國墨西哥灣沿

岸煉油廠關閉運作引領油價飆升至兩年新高的關係，高收益債券及新興市場

企業債券亦獲得相當程度的價格推升，近五日新興市場及美國高收益債券中

的能源相關企業債券上漲幅度將近 0.5%，為同信評債券上漲最多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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