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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俄羅斯> 俄羅斯央行宣布救助第一大民營銀行 Otkritie，可能至少有 75%

股權收歸國有，緩和市場對於俄羅斯或出現金融風暴的擔憂，俄羅斯銀行類

股單日上漲 2.7%，帶動市場氛圍拉抬整體指數，終場收漲 1.5%。 

除觀察此是否為單一紓困事件外，另近期油價波幅加大，復以美國月初才通

過對俄制裁法案，俄羅斯即以大減美外交人員作為報復，美俄兩國關係尚未

出現改善跡象，短線股市仍有機會隨油價&兩國關係走向而波動，恐壓抑後

續上攻空間，暫維持對俄股市中立觀點。 

<健護>  昨日 MSCI 各產業漲跌互見，在景氣溫和成長、恐慌情緒暫退下，

成長型產業(科技、非核心消費)皆收漲，相對，防禦型產業中日前因恐慌情

緒推升的公用事業、電信產業則收跌。 

然，具題材與前景展望的健護類股昨日收漲，當中又以次產業生技上漲逾

2%(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宣布核准諾華藥廠在全美的第一個基因療法)。8 月

上旬健護產業經歷了地緣政治風險及川普府會謀合不佳的戲碼，令先前漲多

的健護類股跌幅顯著，展望健護產業樂觀前景不變(未來兩季盈餘成長率穩

定、今年 FDA 核准數可望再度攀高、重量級醫學會議/投資論壇旺季來臨)，

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反倒創造出較先前更好的評價面優勢，尤其是近期價格修

正較多的次產業生技類股挾產業自身利多料再領軍健護類股上攻。 

<Rates 利率> 美國昨日公布 ADP 就業數據，私人企業 8 月新增就業人數

為 23.7 萬人，大幅高於預估的 18.5 萬人；第二季國內生產毛額年率亦由成

長 2.6% 修正為 3%。市場預估為成長 2.8%，但表現良好的就業及經濟成長

數字並未蓋過市場對全球風險事件的疑慮，美國 10 年期公債利率仍居於

2.14%水位並未出現變動。亞洲市場方面，近期受到紐澳幣匯價走強影響，

央行警告該國匯率升值對經濟威脅，並表示將維持寬鬆貨幣政策，(見下頁)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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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 ,截至  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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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8/30 

原 物 料  

<DM 貨幣> 昨日美國經濟數據亮眼，ADP 小非農就業人數新增 23.7 萬

人，且前期值由 17.8 萬人上修至 20.1 萬人，就行業別來看，多數行業都出

現增長，就業市場持續正向發展。美國第二季 GDP 則由初值的 2.6%上修至

3.0%，優於市場預期，美元指數在經濟數據的激勵下延續前一日的反彈，

至 92.9 ；歐元雖在 29 日時一度突破 1.20 關卡，但目前回落至 1.19 以下，

日圓則在避險情緒快速消退以及美元轉強的影響下，重新回貶至 110 之上。

美國總統川普在當選後首次就稅改議題進行演講，他表示希望將企業稅由

35%降低至 15%，降低中產階級的稅賦，並希望企業海外資金回流美國。不

過上述稅改大綱一直都在共和黨的目標當中，演講內容並未提到細節以及如

何達成，因此市場反應有限。商品貨幣部分，紐西蘭央行行長 Wheeler 在

紐西蘭央行網站發表評論稱紐幣的貿易加權指數仍較 2015 年降息循環前高

出 4%，紐幣需要貶值來幫助更平衡的經濟成長，使得紐幣出現修正，目前

紐幣在商品貨幣當中仍最為弱勢；澳洲營建完工數據優於市場預期，一度激

勵澳幣走強，但隨後仍受紐幣走弱帶動、美元轉強而有所回貶；加幣則因油

價近日走低而回貶。整體而言商品貨幣在 7 月時創高後有所回檔，目前皆處

於盤整修正期，但長期行情仍看好。 

外匯看板  

以支持國內需求，該言論導致 7 月底開始紐澳公債利率出現明顯下滑跡

象，然該國近期公布經濟數據表現均持穩之下，利率自月初再度出現低檔回

彈跡象，10 年債券自低檔回升逾 5 個基點至 2.68%左右水位。 

<Credit 信用>美元下挫的跌勢昨日暫告休息，加上美國公布的就業及經濟

成長數據支撐，帶動昨日風險性資產回溫上揚，全球信用債券市場普遍出現

小幅上漲格局。以產業而言，熱帶風暴哈維 (Harvey) 逼使美國墨西哥灣沿

岸煉油廠關閉運作，導致全美煉油產量減少 25%，然整合型及上游油田並

未受到影響，因此大型歐美油商及新興市場整合型由場債券價格並未受到影

響，近五日反呈現穩健收斂走勢，新興市場債券能源商 CDS 近五日收斂 7

個基點，表現亮眼；唯獨中下游煉油小型油商稍受影響，美國高收益債券市

場中能源產業 CDS 近五日跳升約 2 個基點，同信評產業中表現相對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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