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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膨觸頂希望落空，衰退擔憂加劇，風險性資產普遍收低
然而，美零售銷售及消費者信心優於預期令跌幅收斂

 美國6月CPI及PPI數據遠超市場預期，

市場對於通膨觸頂的希望再次落空，美

債殖利率曲線倒掛加劇，示警衰退風險

上升，上週市場投資氣氛再度轉差，風

險性資產普遍收低。不過週五公布的美

國零售銷售與消費者信心等數據優於市

場預期，稍微緩解投資者對於衰退的恐

慌情緒，當日風險性資產反彈，通週跌

幅收斂。

 中國疫情擴散，多地出現Omicron亞變

種病毒，市場對於中國封城的擔憂再起，

加上各地反彈劇烈，拖累陸港股上週再

度下挫。

 全球衰退預期升溫，加上中國疫情再起，

原油需求前景走低，拖累原油期貨上週

大跌超過5%，為表現最差的風險性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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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NIC整理，202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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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全球股市 598.7 1.6% -1.6% -0.3% -13.3% -20.7% -17.3%

成熟市場 2568.6 1.9% -1.3% 0.5% -13.2% -20.5% -15.6%

新興市場 961.9 -0.4% -3.8% -5.7% -13.6% -21.9% -28.7%

亞太不含日 507.1 -0.5% -3.5% -4.3% -12.1% -19.5% -26.4%

新興歐 70.5 1.6% -4.4% -9.6% -25.9% -79.0% -79.3%

拉美 1951.3 2.0% -4.5% -9.0% -24.6% -8.4% -24.7%

S&P 500 3863.2 1.9% -0.9% 1.9% -12.1% -18.9% -11.4%

DJIA 31288.3 2.1% -0.2% 2.0% -9.2% -13.9% -10.6%

NASDAQ 11452.4 1.8% -1.6% 3.2% -14.2% -26.8% -21.3%

道瓊歐洲 413.8 1.8% -0.8% 0.2% -10.0% -15.2% -9.3%

德國DAX 12864.7 2.8% -1.2% -4.6% -9.2% -19.0% -17.7%

法國CAC 6036.0 2.0% 0.0% 0.1% -8.4% -15.6% -7.0%

英國富時 7159.0 1.7% -0.5% -1.6% -6.0% -3.1% 2.1%

日本日經225 26788.5 0.5% 1.0% 1.8% -1.1% -7.0% -5.3%

中國上證 3228.1 -1.6% -3.8% -2.3% 0.5% -11.3% -9.4%

中國滬深300 4248.5 -1.7% -4.1% -0.7% 1.4% -14.0% -17.5%

香港恆生 20297.7 -2.2% -6.6% -4.7% -5.7% -13.2% -27.5%

台灣 14550.6 0.8% 0.6% -9.1% -14.4% -20.1% -19.3%

印度 53760.8 0.6% -1.3% 2.3% -7.8% -7.7% 1.1%

巴西 96551.0 0.4% -3.7% -6.1% -16.9% -7.9% -24.3%

俄羅斯 1161.5 4.3% 1.5% -9.3% 21.6% -27.2% -27.9%

全球REITs 1191.7 1.6% -0.6% 2.9% -15.6% -20.6% -12.9%

美國REITs 1241.4 1.9% -0.5% 2.2% -17.4% -21.3% -12.4%

全球基礎建設 1897.4 0.8% -0.5% 1.8% -8.4% -3.3% -2.7%

Brent 101.2 2.1% -5.5% -14.6% -9.4% 30.1% 37.7%

WTI 97.6 1.9% -6.9% -15.4% -8.8% 29.8% 36.2%

黃金 1708.2 -0.1% -2.0% -6.9% -13.7% -6.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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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恐慌加劇，美債利率倒掛擴大，美元指數勁揚1%
歐美債市相對持穩，新興債及亞債表現疲弱，crossover表現最差

 美國最新公布的6月CPI數據年增

9.1%，遠高於預期 8.8%及前期

8.6%，6月PPI月增1.1%，高於預期

0.8%與前期0.9%，顯示通膨仍居高

不下，市場對於Fed激進升息引發衰

退擔憂加劇，美國10年期公債利率

通週下滑17 bps，2-10年期殖利率

倒掛加劇，避險資金湧入美元資產，

美元指數續揚1%，非美貨幣全面走

弱，歐元兌美元匯率已為平價。

 歐美信用債市相對持穩，高評等債

券受惠利率下滑而小幅收漲，

crossover、新興債及亞債利差拓寬

幅 度 較 高 ， 通 週 仍 收 低 ， 以

crossover表現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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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1D 1W 1M 3M YTD 1Y

美元指數 108.06 -0.4% 1.0% 2.8% 7.5% 13.0% 16.7%

歐元 1.01 0.6% -1.0% -3.5% -6.8% -11.3% -14.7%

英鎊 1.19 0.3% -1.5% -2.7% -9.2% -12.4% -14.3%

日圓 138.57 0.3% -1.8% -3.5% -9.6% -20.4% -26.2%

澳幣 0.68 0.6% -0.9% -3.0% -8.1% -6.5% -8.5%

人民幣 6.76 0.0% -1.1% -1.4% -5.9% -6.4% -4.6%

台幣 29.95 -0.2% -0.5% -0.7% -2.8% -8.2% -7.4%

印度盧比 79.88 0.0% -0.8% -2.3% -4.9% -7.5% -7.2%

巴西里爾 5.41 0.3% -2.9% -7.0% -15.0% 3.0% -5.8%

俄羅斯盧布 57.00 4.3% 10.6% -2.1% 31.2% 24.2% 23.4%

全球複合債 455.71 0.5% 0.1% 0.7% -5.7% -14.4% -16.3%

全球投資債 298.29 0.6% 0.6% 1.2% -5.3% -15.5% -17.1%

全球高收益 378.80 0.6% -0.3% -2.4% -9.3% -16.6% -17.7%

美國高收益 1382.54 0.6% 0.3% -0.3% -6.5% -12.4% -11.3%

Crossover 560.57 0.0% -2.0% -3.7% -10.6% -22.6% -23.5%

新興債 1033.11 0.1% -1.3% -2.5% -8.0% -18.5% -19.7%

亞債 221.34 -0.1% -1.0% -1.7% -6.2% -13.9% -15.0%

美國2年期公債 3.12 -1 2 -7 67 239 290

美國10年期公債 2.92 -4 -17 -37 9 141 162

10年-2年公債利差 -20.49 -3 -18 -30 -58 -98 -128

歐洲10年期公債 1.13 -4 -21 -51 29 131 146

日本10年期公債 0.23 0 -1 -2 -1 1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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