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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短評  

<中國>中國央行 7 日續做 2980 億元 1 年期 MLF(中期借貸便利)，資金面維

持平穩，上海銀行同業拆放利率回落，人民幣兌美元收盤升破 6.5 關卡，惟

指數連升 4 日後漲多回檔，受資源、金融等權重板塊拖累，上證指數下跌

0.59%收 3365.5 點，國企指數小挫 0.27%至 11098.72 點。展望後市，未

來持續留意即將公佈一連串的中國經濟數據，整體來看應大致仍可呈現中國

景氣穩定樣貌，8 月外匯存底連七增，資本外流壓力大大減輕，有助貨幣政

策的彈性與空間，加上即將迎之而來的十九大會議預計 10 月中旬舉行，更

有助低基期的中國股市營造有利的投資環境。 

<健護>昨日 MSCI 各產業類股指數漲跌互見，但仍以上漲產業居多，健護

上漲逾 1%，公用事業上漲 0.98%，跌幅最大的是金融產業，跌 0.77%。由

於北韓的核試威脅未除，加上美國聯準會副主席費雪閃電請辭、歐洲央行仍

按兵不動，加上美國颶風接踵而來，為降低民生經濟衝擊，市場預測美年底

不升息的機率日益高漲，令美 10 年期公債殖利率創今年低點，美 2 年期公

債殖利率也下探至 1.26%，令與利率呈正相關的金融類股下挫。反觀與利率

連動性低的健護類股，在全球景氣溫和成長基礎下，將迎來第四季醫學會議

旺季題材，加上今年 FDA 核准數可望再度攀高、企業透過購併取得最新醫

療技術，都將為健護類股持續帶來上漲動力。 

固定收益  

昨日美國公布初領失業救濟金因颶風災害因素影響而大幅增加 6.2 萬人至

29.8 萬人，為 2015 年 4 月以來最高水準，此數據加上歐洲央行言論令美國

公債殖利率下跌至 2.05%。歐洲央行(ECB)利率會議維持利率不變，會後記

者會中總裁德拉吉提及上半年歐元區經濟成長超乎預期，且繼續以穩健步伐

前進，所有歐元區國家有相同的超標成長趨勢，而在歐元方面德拉吉表示仍

需觀察匯率的波動是否影響中長期物價展望，似乎調降 2018 年通膨預估由

1.5%至 1.2%的舉措反應強勢歐元對中長期通膨展望的壓抑，市場視為 ECB

對近期歐元升值的態勢並未感到擔憂，歐元兌美元升破 1.2 美元，歐元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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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如預期維持目前的利率和購債規模，其行長德拉吉記者會開場便提

及歐元升值過快將造成不確定性提高，雖然匯率不是制定貨幣政策的主要考

量，但歐元升值是中期通膨預期下調的重要因素。但即使德拉吉如先前預期

的對歐元過強提出擔憂的看法，歐元仍然在德拉吉的記者會後快速升值，主

要是因德拉吉並沒有釋放出將因為歐元而改變未來貨幣政策路徑的訊息，而

是證實了歐洲央行的委員的確討論了各項調整 QE 政策的方案，也成功引導

市場預期歐洲央行將在 10 月採取行動，貨幣政策朝向減少寬鬆的大方向不

變，在近期美元趨弱的環境下，各大非美央行口頭干預匯價的影響力也逐漸

下滑，本行維持歐元長期走多看法不變。歐元昨日雖未突破 8/29 的盤中高

點，但收盤價站穩 1.20 之上，短線升值動能亦強。 

外匯看板  

國公債殖利率大幅下跌。本行認為，在通膨中長期預估低於 2%央行目標的

環境下，ECB 將維持量化寬鬆政策很長一段時間，本次 ECB 會議已正式討

論量化寬鬆(QE)的議題，意味在下一次會議(10 月 26 日)或將宣布 QE 到期

是否延續購債規模，本行維持 ECB 宣布降低購債規模由每月購債 600 億歐

元降至每月 400 億歐元，德國公債殖利率維持區間盤整格局。ECB 季度會

議景氣展望將 2017 年經濟成長預估由 1.9%大幅上修至 2.2%(區間 1.6-

2.2%至 2.1-2.3%)，2018 年維持 1.8%(區間 0.8-2.8%至 1-2.6%)，2019 年

維持 1.7%不變；通膨方面，2017 年預估維持 1.5%(區間 1.4-1.6%)，2018

年由 1.5%降至 1.2%(區間 0.6-2%至 0.6-1.8%)，2019 年由 1.6%調降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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