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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股市受鮑爾於全球央行年會鷹派談話影響大幅下跌
聯準會主席鮑爾強調將持續升息壓制通膨，不符市場對未來溫和升息的預期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2/8/26

• 美國股市受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上週五(26日)

在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會指出聯準會預計繼續升息，

目標將通膨降至2%，並警告未來美國經濟將面臨一些

痛苦。受其鷹派談話影響，道瓊單日跌幅逾千點，週跌

4.2%，美國三大股市上週跌幅均逾4%。恐慌情緒增溫，

恐慌指數VIX上週五亦上漲17.4%，全週大漲24.1%。

•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PCAOB)和中國證監會、

財政部上週五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意味加強合作解

決中概股審計監管問題邁出關鍵一步，以避免200多家

中國企業自美國下市，在美中概股上漲。

• 市場預期沙烏地阿拉伯及OPEC+可能減產以支撐油價；

加上歐盟禁運俄羅斯石油，將對原油供應造成衝擊，上

週國際油價上揚，Brent週漲4.4%，WTI週漲2.3%。

2022/8/26

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全球股市 627.9 -2.3% -2.9% 0.8% -3.8% -16.8% -14.2%

成熟市場 2694.6 -2.7% -3.3% 0.7% -3.9% -16.6% -13.4%

新興市場 1006.5 0.3% 0.5% 1.7% -3.5% -18.3% -20.5%

亞太不含日 525.2 0.4% 0.3% 0.9% -3.2% -16.6% -18.8%

新興歐 75.6 -0.6% -1.6% 3.1% -9.9% -77.5% -78.3%

拉美 2228.9 -0.6% 2.5% 8.8% -10.4% 4.7% -8.7%

S&P 500 4057.7 -3.4% -4.0% 0.8% -2.4% -14.9% -9.2%

DJIA 32283.4 -3.0% -4.2% 0.3% -2.8% -11.2% -8.3%

NASDAQ 12141.7 -3.9% -4.4% 0.9% 0.1% -22.4% -18.8%

道瓊歐洲 426.1 -1.7% -2.6% -0.5% -4.0% -12.7% -9.4%

德國DAX 12971.5 -2.3% -4.2% -1.5% -10.3% -18.3% -17.9%

法國CAC 6274.3 -1.7% -3.4% 0.3% -3.7% -12.3% -5.9%

英國富時 7427.3 -0.7% -1.6% 1.1% -2.1% 0.6% 4.2%

日本日經225 28641.4 0.6% -1.0% 3.3% 6.9% -0.5% 3.2%

中國上證 3236.2 -0.3% -0.7% -1.2% 3.4% -11.1% -7.6%

中國滬深300 4107.6 -0.2% -1.0% -2.8% 2.7% -16.9% -14.5%

香港恆生 20170.0 1.0% 2.0% -2.4% -2.5% -13.8% -20.6%

台灣 15278.4 0.5% -0.8% 2.4% -6.1% -16.1% -10.5%

印度 58833.9 0.1% -1.4% 5.4% 7.2% 1.0% 5.2%

巴西 112298.9 -1.1% 0.7% 10.7% 0.3% 7.1% -5.4%

俄羅斯 1183.1 0.0% 1.1% 2.5% 4.3% -25.9% -27.6%

全球REITs 1237.3 -2.1% -3.5% 0.2% -5.0% -17.5% -9.8%

美國REITs 1298.8 -2.4% -3.8% 0.1% -4.2% -17.7% -8.3%

全球基礎建設 1949.5 -1.3% -2.0% 2.0% -5.4% -0.6% -0.7%

Brent 101.0 1.7% 4.4% -5.3% -15.4% 29.8% 42.1%

WTI 93.1 0.6% 2.5% -4.3% -19.1% 23.7% 38.0%

黃金 1738.1 -1.2% -0.5% 0.2% -6.2% -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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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商務部上週五(26日)公布美國7月個人消費支出(PCE)

物價指數年增6.3%，低於市場預期的6.4%，亦較前值

6.8%下滑；扣除食品與能源價格的核心PCE物價指數，

7月年增4.6%，低於市場預期的4.7%，和前值4.8%。雖

聯準會最關注的通膨指標核心PCE物價指數已有減緩跡

象，但主席鮑爾在Jackson Hole全球央行會議暗示將繼

續升息，並在一段時間內保持高利率以遏止通膨。對利

率敏感的美國2年公債殖利率受其影響上週進一步走升

16bps至3.4%；10年公債殖利率增加7bps至3.04，皆創6

月以來最大4週漲幅，利差持續倒掛；債市漲跌互見。

•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上週五(26日)於Jackson Hole全球央

行年會演說強調打擊通膨的堅定立場，直到通膨獲得控

制前，美國需維持緊縮政策，帶動美元指數週漲0.6%，

兌其他主要貨幣普遍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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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準會堅守鷹派政策，美2年公債殖利率創最大四週升幅
聯準會最關注的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則有放緩跡象，通膨壓力稍減

資料來源：Bloomberg，2022/8/26

2022/8/26

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美元指數 108.80 0.3% 0.6% 2.2% 7.0% 13.7% 16.9%

歐元 1.00 -0.1% -0.7% -2.3% -7.2% -12.3% -15.2%

英鎊 1.17 -0.7% -0.7% -3.4% -7.0% -13.2% -14.3%

日圓 137.64 -0.8% -0.5% -0.8% -8.3% -19.6% -25.0%

澳幣 0.69 -1.2% 0.3% -1.4% -3.7% -5.0% -4.7%

人民幣 6.89 -0.6% -0.9% -2.2% -2.6% -8.5% -6.3%

台幣 30.23 -0.1% -0.7% -1.0% -3.0% -9.2% -8.3%

印度盧比 79.87 0.0% -0.1% 0.0% -3.0% -7.4% -7.6%

巴西里爾 5.06 0.9% 2.1% 3.4% -7.0% 9.2% 3.7%

俄羅斯盧布 60.56 -0.2% -2.0% 0.6% 8.7% 19.4% 18.5%

全球複合債 453.61 -0.2% -0.7% -1.8% -4.8% -14.8% -16.7%

全球投資債 298.42 0.0% -0.5% -1.7% -3.9% -15.5% -16.9%

全球高收益 392.84 -0.1% -0.7% 1.0% -3.7% -13.5% -14.6%

美國高收益 1428.04 -0.3% -1.0% 0.7% -2.0% -9.5% -8.5%

Crossover 594.44 0.0% 0.0% 3.1% -2.7% -17.9% -19.2%

新興債 1076.50 0.0% 0.1% 2.0% -2.3% -15.0% -16.6%

亞債 227.75 0.3% -0.2% 1.2% -1.6% -11.4% -12.5%

美國2年期公債 3.40 3 16 40 92 266 316

美國10年期公債 3.04 2 7 26 30 153 169

10年-2年公債利差 -35.57 -2 -9 -14 -62 -113 -146

歐洲10年期公債 1.39 7 16 44 43 157 179

日本10年期公債 0.22 -1 2 2 -1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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