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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股匯市2018下半年過得了關嗎?

• 1998台灣本土型金融風暴，俄羅斯金融風暴及美國LTCM
金融危機，日圓兌美元兩度貶破146; 2008金融海嘯，道
瓊工業指數跌34.55%，法國CAC40股指、台股各重挫
46.85%、48.32%。
•美中貿易戰，中國大陸股匯市2018下半年過得了關嗎?
•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rugman紐時6/17：川普營造針鋒
相對的世界氛圍。全面貿易戰美關稅估增30%~60%；全球
貿易估減70%。
• Bannon在東京:中國摘走自由市場花朵，致美走向衰敗。
• Google,Facebook,Twitter等美巨頭都無法在世界最大互
聯網市場_中國大陸拓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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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選民承諾 看川普經貿政策的邏輯

•川普10年2500萬New Jobs= (2014～2024年將隨經濟成長增
979萬個就業機會-美勞動部2015年底)+ (川普經貿政策要能增
1521萬Jobs:雷根供給面437萬、凱因斯需求面1084萬)。

•製造業是州內Jobs最多產業:密西根、威斯康辛、Ohio、愛荷
華、印第安那、肯塔基、密西西比、阿拉巴馬等，總統大選
皆由川普囊括，賓州、密西根、Ohio是民主黨傳統票倉。

總就業 非製造業 製造業

2007 1.38億人 1.24億人 1388萬人

2017 1.52億人 1.40億人 1248萬人



圖一:Jobs總數上升，製造業jobs下滑



川普:製造業具就業乘數4、所得乘數1.81

•強調美服務業薪資偏低，製造業可提高藍領階級薪資、
中產階級增加可支配所得的機會。
•製造業的雙高乘數效應:增1個製造業工作，可增4個其他
行業工作；製造業投1美元，可增GDP 1.81美元。
•德、日製造業高度自動化，製造業就業人口比例20%與
17%；美國製造業1997年22%，2016年8%。
•川普說貿易對手: 1.重商主義行為(出口補貼+偷竊智慧財
產+脅迫式技術移轉+依賴血汗勞工+汙染避風港)；2.不
當貿易協商(例NAFTA流失85萬個工作機會、墨對美順差
600億美元)，3.匯率操控。



貿易戰鼓急催 川普不怕選票跑掉?

•美黃豆期貨狂瀉，6/19跌至8.415美元，2008/12以來新低，玉
米、小麥期貨跟跌。中國大陸是全球黃豆最大買家，美黃豆
61%銷中。中國大陸報復多是農產，直擊川粉大本營農業州。

•美對中進口課高關稅，零售價上漲，不利美國消費者尤其是經
濟不寬裕老白男，有害支持川普。

• Bannon:經貿發展有助大陸市場自由化與法制化，助民主化，
犧牲貿易逆差換中國自由市場紅利。2006高盛CEO鮑爾森任美
財長，財政部直接掌握對中政策，認中是負責任利害關係者，
並設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等機制。

•若提出具體對策處理消費品價漲、工廠成本增加，對中貿易的
強硬主張就不會在輿論及民意戰場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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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支持川普:美貿易保護及民粹主義抬頭

•為使共和黨贏11月期中大選，川普更賣力美國優先政策，六
月民調大幅上揚川普採經貿強硬態度得市場支持。

•貨幣政策循環主導金融市場，全球流動性浪潮達頂，商業循
環、信貸和評價循環對市場影響日增，各循環周期不同步。

•油價和美元的連鎖效應是關鍵，油價上漲增通膨預期美元
走升使金融緊縮，美元走升有益美企業獲利、原物料價跌和
新興市場貨幣受傷。

•中國經濟減速和內需消費導向給全球商業周期踩煞車，川普
掀起美國與全球貿易戰尤其中美貿易大戰可能全球商業周期
急剎車。新興市場因依賴中國、原物料價跌，經濟走下坡。
但周期性歐美經濟成長、新興市場貨幣貶值，使新興市場貿
易盈餘好轉，可帶短暫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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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和川普支持率愈戰愈旺?

• 2017年12月川普民意支持率僅32%，63%民眾不認同，民主黨連
3贏維吉尼亞州長、新澤西州長與紐約市長改選。

• NBC與華爾街日報6/7 :美國登記選民最新川普支持率從四月
39%升至44%。力抗國會落入民主黨手中，朝小野大 。

•德意志銀行總經策略師Ruskin:美元和川普支持率顯著連動，
美元走勢落後川普民調45天，今年初連動曾脫鉤，近似恢復。

• 6/12川金會美元兌日圓達三週新高:破200日均線110.19，上週
五6/22收109.96;美元指數6/11升至93.855，6/22收94.52。

•美農民自由貿易及蘋果協會6/19在賓州與密西根播電視廣告，
攻擊川普關稅政策。美農產品買家間關稅戰使最力挺川普的農
民受害，蘋果、黃豆、玉米、馬鈴薯、起士農民生計受威脅。8



美兵臨城下:技術換市場准入政策可一夕變嗎?

•面對年底期中選舉，川普對中貿易戰只有更硬。

•6月初美中經貿談判，美商務部長Ross:削貿易赤字，也
談中國爭議貿易和產業政策。美財長Mnuchin:美中貿易
談判將涵中國廢合資企業規定及強制技術轉移政策。

•過去五年美再工業化、頁岩油出現、自動化發展，美製
造成本降至與中國相當，甚至更低。美製造業20年空洞
化致喪失規模製造能力，讓美製造業回不去。

•川普似擬政治推

•動中國製造的投資返美，恢復規模製造能力。301條款對
製造業釋出離中返美強烈訊號，一石兩鳥降國防產業鏈
中國製造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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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對付日的手段不一定適用中國:可能傷人傷己

•川普說貿易夥伴:1.重商主義行為(出口補貼+偷竊智慧
財產+脅迫式技術移轉+依賴血汗勞工+汙染避風港)；2.
不當貿易協商(例NAFTA流失85萬個工作機會、墨對美
順差600億美元)，3.匯率操控。

•美中是供應鏈上下游，不是美日為競爭對手，美需要
中國市場與客機等大型採購 Vs.921大地震台灣人命財
產與經濟損失，全球科技業同受重擊。

•中國掌控剛果(佔全球47.2%)等全球主要鈷礦並70%煉
鈷(北美12%、澳洲15.3%)、稀土礦(中國佔全球36%、
俄19.3%、美13.2%、澳洲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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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充分就業，減稅+增基建投資難增jobs+通膨+金融縮

•美國會預算辦公室:川普2017/5提交國會預算,2018年聯
邦赤字(2018/9/30結束)5930億美元,2018~2027累計預
算赤字6.8兆美元，遠低於高盛及美稅賦政策中心預估。

•美失業率2018年5月創本世紀新低3.8%減稅+增公共
投資預算赤字升難增jobs+易致通膨+利率升。

表一:共和黨減稅時點的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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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改通過時間 川普2018/5 雷根1986/10 小布希2003/5

失業率 3.8% 8.2% 5.5%



減稅停止:聯邦預算赤字新增達1.5兆美元

•川普稅改受限於聯邦預算機制Byrd Rule:10年
預算赤字新增上限1.5兆美元。

表二:美聯邦未來20年預算赤字估值

•資料來源:美國稅賦政策中心(上面赤字估值是計入總
體經濟成長效應；若未計入，則分別為1.7兆美元及
2.1兆美元)。2017會計年度聯邦赤字665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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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7 2028~2037

新增聯邦赤字 1.5兆美元 1,8兆美元



川普稅改:激進供給側改革?磁吸新興市場資金?

•減稅預期美股今年走多說yes，可刺激企業投資、
民間消費、美國企業海外獲利回流。

•營所稅21%、海外獲利遣返稅10%，個所稅率幾全
降(標扣額2倍)、 2014年遺產稅0%。
•加稅觸發條款:減稅未促經濟成長、預算赤字增太
多。
•參院通過減稅案後DXY微升，減稅施行是2019年，
非2018年。
•高盛:美國政府赤字2018年暴增至USD1.2兆(2016年
59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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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美元雖強，已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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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DXY2016/12最高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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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tradingview.com/chart/DXY/JixURTbL/
https://tw.tradingview.com/chart/DXY/JixURTbL/


2018年下半年美元指數估:93~96
•2018年6月FOMC:美經濟堅廷,資本支出看增美元升值。
•營所稅21%+匯回海外獲利稅率，美國營所稅將從188個國
家排第3高降至最低群，再加進口替代措施及海外獲利匯
回減稅，吸引FDI回流美元升值。
•FED縮表美元升值。
•減稅及擴大公共支出舉債，推升長期公債利率，帶高市
場利率，熱錢利差套利，其他國家的投資組合資金流向
美國美元升值。
•FED升息因通膨，美國經驗美元貶值
•強勢美元將促大量進口，等於就業機會流失，升高貿易
保護主義，美祭貿易制裁逼對手貨幣升值美元貶值
•ECB貨幣政策將由寬鬆退到中性美元貶值
2018下半年估DXY:93~96。 16



圖三:人民幣跟美元走勢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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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金融對外開放=資本市場國際化人民幣走強

•中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七月:擴大金融對外開放，首要
工作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金融對外開放四方面：1.人民幣國際化，2.一帶一路建
設推進，3.以自貿區建設來改造和調整對經濟的管理，
實施負面清單管理，4.發揮有中國元素如亞投行、絲路
基金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新國際投融資平臺。

•周小川在人民日報談十九大精神:擴大金融對外開放，
以競爭促優化與繁榮。提升一帶一路及新興產業所需資
金的直接融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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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資金:印股票債劵取代補貼、減稅等硬

•新高產業發展及投融資模式:台灣與美國靠中小企業
自證劵市場籌資(印股票債劵)，日本與韓國靠大企業
向銀行借錢(印鈔票)。
•三十多省市政府報中央之一代一路項目需104兆人民
幣。為降低一帶一路帶來之巨大財政負荷與金融系統
風險，需印股票、債劵支持。
• 65個國家或地區大部分窮:人口44億(全球61%)，
GDP21兆美元(2013年全球29%)，投資率2013年28%。
•一帶一路未來25年資金需求: 投資率40%，需100兆美
元；投資率36%，需46.2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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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國際化觀察點:自貿區金融鬆綁+港股先行

•對外資開放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的股權控制，持
股比例可至51%，實施3年後比例不受限；取消外資持股
上限中資銀行、金融資管公司單一20%、總持股25%。

•H股全流通，今年可能拍板H股全流通試點方案。國際市
場估計人民幣9500億市值的股份加入港股。

 H股--中國境內註冊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全流通股改，
可重現2005年A股股權分置改革為滬深股市帶來巨大榮景
的浪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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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台灣負債低台灣企業負債率低(by邱正雄) 

年 韓國 日本 台灣
1991 403% 209% 98%

1996 450% 187% 83%

2001 182% 163% 87%

2008 174% 138% 67%

2009 151% 136% 66%
21



表四:亞洲金融風暴前後匯率 低負債較具景氣抗壓力

1美元兌 NT＄ 韓圜 印尼盧比 泰銖

金融風暴前
(1)

27.50 874 2,426 22.20

最低(2) 35.17 2,000 16,950 56.45

22



人民幣2017年走強與外匯管制國改革

•從2016年底一系列外匯管制措施，大幅緊縮中國企業海
外直接投資及個人匯出，2017年前三季對外直接投資淨
流出同比減56%，直接投資由逆差變成順差；銀行代客結
售匯逆差同比下降73%。

•2017/8/7公佈第二季外匯儲備轉正增長，提振人民幣走
多信心，銀行即遠期結售匯37個月首次順差，8/9 CNY中
間價破6.70。8/25中間價再升1%，恐慌的結匯盤出來，
9/8 CNY大漲逼空到6.43。2017/9/11央行取消外匯風險
準備，人民幣跌回6.50，從2017/10~12 6.50~6.70震蕩。

23



人民幣有撐:基本面穩、逆週期因子紓單邊預期，
預估6.40~6.80

•中國經濟成長品質三大統計指標平穩:工業生產、消費零
售、固定資產投資三者增長率持續平穩，分別稍逾6%、
7%、10%。

• 2018經濟成長估:6.5%。

•人行2017年5月:中間匯率報價引入逆週期因子(含人民幣
供需因素)，增裁量空間，紓解人民幣兌美元單邊預期的
羊群效應，人民幣不會重演2016年速貶。

人民幣預估6.4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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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yungshuncn@hotmail.com

0972-185955 02-26215656轉

淡江大學兩岸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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