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 Daily 2018/12/7 

總 體 展 望 與 債 券 市 場  

<總經>美國ISM服務業與ADP數據顯示景氣仍維持擴張 

昨日美國公布的主要兩個數據─ADP新增就業人口與11月的ISM(供應商管理協會)服務業指數均呈現持續好轉，前者雖小幅

不如預期，但尚維持新增近18萬的私部門就業數字，後者則是上揚至60.7的歷史次高紀錄，且當中的新接訂單次分項持續

走高至62.5，商業活動指數也是推升指數上升的要角之一(62.5增加至65.2)，不過受訪業主對於全球貿易情勢的緊張與經濟

放緩表達憂心，因此相關新出口訂單大幅放緩(61降至57.5)。就近期的美國總體經數據推斷，4Q18的經濟成長率仍可望呈

現良好增速，明年雖將見到成長放緩，但通年應可維持在潛在經濟成長率之上。 

<Rates 利率>短天期公債買盤進場，美殖利率曲線稍揚，下下週Fed升息機率仍近七成 

美公債殖利率昨日跟隨股市於早盤重挫之際下行，但隨著避險情緒降溫而有所回穩，又聯準會(Fed)亞特蘭大分行主席的書

面稿表示，基準利率離中性水準還有一段距離，建議應繼續升息，十年期公債利率從2.83%低點回彈，且從利率期貨市場

的12月升息機率仍達69.9%，可知今年會後一次FOMC會議持續調升基準利率應無疑問，但究竟參與決策的官員們對於近

期褐皮書顯示的部分地區成長放緩是否影響景氣預測，以及點陣圖的升息碼數變化等，都將牽動整體殖利率曲線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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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華為事件引發貿易戰升溫擔憂，後續回歸歐洲自身問題解決與否，保守看待歐股年底反彈空間 

道瓊STOXX50指數昨(12/6)收跌3.2%，主要受到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消息影響，引發市場擔憂已暫時休兵90天

的中美貿易戰是否因此再度升溫，帶動歐洲股市接棒亞洲股市的快速下跌走勢。 

出於對中美貿易戰升溫的疑慮，歐股主要由汽車與科技類股領跌，分別下挫4.2%與3.1%。科技類股下跌主要是反映華為供

應商遭到拋售所帶動，如意法半導體。其競爭對手反而是上漲的，如易利信、諾基亞，因市場預期美國可能對華為有所制

裁。加上OPEC會議對減產的數量尚未達成共識，也使得能源類股出現賣壓，共同導致昨夜歐股收跌。 

投 資 策 略  

惟從上述總體經濟的分析，目前尚未見到景氣大幅放緩須讓政策改弦易轍的轉折，故維持十年期公債利率明年第一季目標

價3.2%不變。 

<Credit 信用>油價震盪讓高收債指數表現如履薄冰，人行維穩流動性支持中國高信評利率債表現 

昨日成熟市場以美高收債指數表現較弱，其中能源高收債指數利差走升30個基點。據美銀美林統計，美國高收債指數11月

違約率從前月2.56%降至2.09%，主因企業獲利年增速仍為20%以上，而負債年增速僅2%，讓財務槓桿持穩於3.9倍，而

利息保障倍數亦較從3.9倍增加至4.3倍，但賤售比率從前月5.2%持續走升至6.6%為隱憂，由於明年稅改利多消除後，企業

獲利動能放緩將更加明顯，加上西德州油價仍處於每桶50美元保衛戰，預期明年美高收債指數利差將朝450點邁進，考量

利率及信用風險皆存，建議以短天期投資級指數搭配信評較佳的高收債指數來平衡風險。 

新興市場債以主權債表現較差，但當地貨幣主權債殖利率變化持平，主要貨幣主權債以新歐主權債指數殖利率走升幅度較

大。中國人行續作1875億元MLF(中期借貸便利)以維穩流動性，但銀行因風險趨避及降低不良貸款，造成放貸量下滑，整

體資金傳導至銀行後停滯，寬貨幣效果打了折扣。此外，華為財務長被捕，檢視其財務體質，帳上短期可變現資金高達

1750億人民幣，而舉債及借款約400億人民幣，其餘為應付員工薪資及廠商貨款，短期財務壓力不大，但貿易戰若持續，

對中國境內企業壓力漸增，特別是與中國製造2025有關等科技及通訊服務等產業。中國企業財務基本面已呈現上游景氣過

高點，中下游獲利下滑且財務槓桿持續惡化的分化現象。檢視中國當地金融機構持債部位，出現大型銀行增持利率債，中

小型銀行減部位，非銀金融機構加信用，而外資買公債的現象。預期中國債以利率債及高信評類主權債有表現空間，後續

留意明年4月中國債納入債券基準指數後利多出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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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後續，觀察美股收盤水準已自盤中低點回升，顯示市場對於華為消息的擔憂可能開始緩和，有助穩定今日歐股表現。

但考慮到英國脫歐與義大利財政問題尚未獲得解決，在協議真正達成前市場波動可能反覆出現。加上歐股財報表現不佳對

於指數支撐力道不足，都將影響投資人追價意願，故本行維持保守看待道瓊STOXX50指數年底反彈空間。 

<地產>短期MSCI地產指數具抗跌力，但基本面放緩的中期壓力仍將壓抑指數 

12/6(四)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普遍收跌，又以能源類股跌幅較大，金融股次之。在OPEC(石油輸出國

組織)減產幅度可能不如市場預期，且產油國尚未達成減產協議下，引發油價大跌。此外，中美貿易關係再起波瀾，引發市

場對經濟前景的擔憂，致金融類股持續走跌，繼高盛銀行先前股價跌破今年新低後，摩根史坦利、花旗銀行也創今年新低

價，連近期有撐的義大利銀行類股也追隨跌勢。反觀具高股利率特質的產業，在近期則是相對抗跌，昨日以地產表現最

佳，由於美國景氣仍是一枝獨秀，加上近期殖利率下行，租金收入成長率雖下滑但仍維持去年同期的水準，形成MSCI地產

指數短線有利的環境。但進入2019，景氣放緩疑慮增，若房市供需放緩情勢延續下去，加上升息腳步未如市場預期放緩，

種種情勢皆會加重MSCI地產指數的中期壓力。 

<匯市>南非第三季經濟成長超預期，但南非幣走勢仍與市場風險偏好高度同步  

本週二(12/4)公佈的南非第三季經濟在製造業持續增長與農業復蘇的帶領下增長超預期。特別是農業由前兩季度超過20%的

年化萎縮翻正，似乎證明南非農業已大部分吸收了先前土改帶來的恐慌。然而南非幣當日未能守住該數據公佈帶來的升

值，顯示其已經迫近公允價值之際，資金持續做多動能不足。下半週又傳出南非國家電力希望國家代為承擔其約72億美元

的債務，目前南非財長表態堅守赤字目標，呼籲南非國家電力自行在債券市場籌集資金。昨(6)日美元兌南非幣在全球風險

趨避下快速貶破14.0，期間並未在該整數價位出現任何反彈，顯示先前市場以14.0作為新興市場情緒指標轉變風向標的態度

已經發生變化，南非幣料將於此價位附近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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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12/6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6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11/30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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