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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與衰退風險壓抑全球風險資產表現
中國疫情趨緩放鬆限制措施，提振全球供應鏈與需求前景，帶動陸港股逆勢收高

 雖然上週公佈的美國與歐元區5月核心通

膨率小幅低於預期，但Fed與ECB總裁皆

發表談話表示對通膨的擔憂並堅定鷹派升

息立場，加上美國6月消費者信心與ISM

製造業指數等先行指標皆不如市場預期，

且第一季GDP終值也小幅下修，上週市場

在通膨和經濟衰退的擔憂籠罩之下，全球

風險性資產續跌。

 中國疫情趨緩，政府進一步放寬防疫限制，

有助減緩供應鏈壓力，此外，中國6月官

方與財新製造業PMI再度重回擴張區間，

提振需求前景，帶動陸股上週逆勢上漲逾

1%表現亮眼。

 OPEC+會議確認將於8月每日增產64.8萬

桶，符合市場預期，另傳G7正在研擬限

制俄羅斯原油價格的制裁。上週原油多空

消息夾雜，原油期貨價格漲跌互見。

上週市場掃描 金融市場亮點 本週市場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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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NIC整理，20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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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全球股市 599.1 0.4% -2.2% -7.5% -15.9% -20.6% -17.0%

成熟市場 2560.0 0.5% -2.3% -7.6% -16.3% -20.8% -15.5%

新興市場 992.8 -0.8% -1.8% -7.0% -13.4% -19.4% -27.4%

亞太不含日 519.2 -1.0% -1.9% -6.7% -12.3% -17.6% -25.5%

新興歐 75.0 -1.5% -3.5% -12.1% -23.0% -77.7% -78.5%

拉美 2023.7 -0.9% -1.3% -17.0% -26.0% -5.0% -22.2%

S&P 500 3825.3 1.1% -2.2% -6.7% -15.9% -19.7% -11.4%

DJIA 31097.3 1.0% -1.3% -5.2% -10.7% -14.4% -10.2%

NASDAQ 11127.8 0.9% -4.1% -7.2% -22.0% -28.9% -23.4%

道瓊歐洲 407.1 0.0% -1.4% -7.2% -11.2% -16.5% -10.6%

德國DAX 12813.0 0.2% -2.3% -10.7% -11.3% -19.3% -17.9%

法國CAC 5931.1 0.1% -2.3% -7.6% -11.3% -17.1% -9.5%

英國富時 7168.7 0.0% -0.6% -4.8% -4.9% -2.9% 0.6%

日本日經225 25935.6 -1.7% -2.1% -5.5% -6.3% -9.9% -9.7%

中國上證 3387.6 -0.3% 1.1% 6.5% 3.2% -6.9% -5.6%

中國滬深300 4466.7 -0.4% 1.6% 9.4% 4.5% -9.6% -14.6%

香港恆生 21859.8 0.0% 0.6% 2.7% -0.8% -6.6% -24.2%

台灣 14343.1 -3.3% -6.3% -14.0% -18.6% -21.3% -19.0%

印度 52907.9 -0.2% 0.3% -4.5% -10.7% -9.2% 1.1%

巴西 98953.9 0.4% 0.3% -11.1% -18.6% -5.6% -21.3%

俄羅斯 1276.6 -5.1% -9.8% 4.4% 23.5% -20.0% -22.9%

全球REITs 1203.7 1.4% -1.1% -5.9% -15.7% -19.8% -9.0%

美國REITs 1258.5 1.8% -0.5% -5.7% -17.8% -20.2% -8.1%

全球基礎建設 1937.6 1.5% 1.5% -4.8% -5.0% -1.2% 0.2%

Brent 111.6 -2.8% -1.3% -4.0% 6.9% 43.5% 47.2%

WTI 108.4 2.5% 0.8% -5.9% 9.2% 44.2% 44.1%

黃金 1811.4 0.2% -0.8% -1.9% -5.9% -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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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買盤提振美元需求，衰退風險令歐美利率曲線趨平
高收債信用利差拓寬逾70 bps，通週收跌約2%領跌信用債市

 歐美主要央行總裁皆表示低通膨、

全球化時代期逐漸成為過去，並重

申抑制通膨的鷹派立場及對經濟衰

退的擔憂，市場避險情緒濃厚，經

濟衰退所引發的避險買盤提振美元

需求，美元指數通週上漲近1%，非

美貨幣幾乎全線收低，不過亞幣受

到中國放鬆限制的提振，表現相對

抗跌。

 即便Fed及ECB堅定其升息立場，美

國及德國短端利率仍持續下滑，長

端利率因反應衰退風險而走低，歐

美殖利率曲線皆趨於平坦。信用債

市反映衰退風險利差全線拓寬，高

收債利差通週擴張超過70 bps，領

跌信用債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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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美元指數 105.14 0.4% 0.9% 2.6% 6.6% 9.9% 13.5%

歐元 1.04 -0.7% -1.3% -2.2% -5.7% -8.4% -12.1%

英鎊 1.21 -0.7% -1.4% -3.1% -7.8% -10.6% -12.1%

日圓 135.21 0.4% 0.0% -3.9% -10.4% -17.5% -21.2%

澳幣 0.68 -1.3% -1.9% -5.0% -9.1% -6.2% -8.8%

人民幣 6.70 0.0% -0.2% 0.0% -5.2% -5.4% -3.5%

台幣 29.77 -0.2% -0.1% -1.7% -3.7% -7.5% -6.7%

印度盧比 79.04 -0.1% -0.9% -2.0% -4.3% -6.3% -6.0%

巴西里爾 5.33 -1.4% -1.7% -10.7% -14.4% 4.4% -5.6%

俄羅斯盧布 55.81 -3.0% -2.5% 11.7% 34.7% 25.8% 24.0%

全球複合債 460.44 0.5% 0.5% -2.2% -7.3% -13.5% -14.8%

全球投資債 299.23 0.2% 0.2% -2.8% -8.1% -15.3% -16.2%

全球高收益 378.60 0.1% -2.0% -7.1% -11.1% -16.7% -17.6%

美國高收益 1359.91 0.2% -1.7% -6.6% -9.5% -13.9% -12.6%

Crossover 577.63 0.6% -0.7% -5.2% -9.9% -20.2% -20.8%

新興債 1055.81 0.6% -0.2% -3.8% -8.0% -16.7% -17.5%

亞債 224.61 0.1% -0.1% -2.8% -6.3% -12.7% -13.2%

美國2年期公債 2.83 -12 -23 19 38 210 258

美國10年期公債 2.88 -13 -25 -3 50 137 142

10年-2年公債利差 4.74 -1 -2 -22 12 -73 -116

歐洲10年期公債 1.23 -10 -21 5 68 141 143

日本10年期公債 0.22 -1 -1 -2 0 15 18

全球市場概覽

市場

債市

信用債

利率債

匯率



免責聲明

本報告所載係根據各項市場資訊或本諸我們所相信之可靠來源，加以整理

、彙集及研究分析，僅供參考，本公司不保證其正確性和完整性。內容如

涉及有價證券或金融商品相關記載或說明，並不構成要約、招攬、宣傳、

建議或推薦買賣等任何形式之表示，投資人如參考本報告進行相關投資或

交易，應自行承擔所有損益，本公司或相關企業與其任何董事或受僱人，

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本項內容所載資料或任何部份，未經授權均不得抄

錄、翻印、轉載或另作宣傳等引用，違反者追究其法律責任。

NIC展新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11金管投顧新字第001號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08號14-1樓

Tel : (02)2751-1008   Fax : (02)2751-0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