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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南非央行維持利率不變，但表示通膨依然朝著溫和向上的方向前進 

南非央行開年首次會議利率不變，符合多數分析師的預期。鑑於先前油價的回跌以及南非幣逐步回穩，央行於本次會議中

下調了通膨年增率，同時在預估模型中，亦同步下調未來升息的碼數至一碼(2018/11/28的會議中，顯示至2020年仍有三

碼的空間)，行長Kganyago表示，未來決策將依據數據而定，11月的升息並非另一緊縮循環的開始。回顧2018年的南非經

濟成長表現疲弱，但已有逐步好轉跡象，惟Kganyago還是擔憂景氣有下行風險，通膨方面則是表示持續溫和向上；本行研

判，儘管央行下修今明兩年的物價預估值，但仍舊高於其希冀維持的4.5%目標，因此上半年若再度出現幣值大幅波動或油

價走揚，輔以政府計畫的規費調整，再度升息一碼的機會仍存。 

<Rates利率>南非二年期利率小幅變動，反應如預期的央行政策 

昨日南非債券市場的波動不大，二年期利率小幅走揚3個基點，較長天期的公債利率則是區間盤整，顯示投資人對於本次利

率會議結果多有所預期。展望2019年第一季的政策方向，推升去年通膨高迄的因素於短線已逐漸淡化，加上中美貿易紛爭

目前是休兵的談判期，使得投資人對於新興市場的胃納提升，有助南非利率表現，惟須留意之處在於波動劇烈乃新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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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走向仍陷膠著，英國股市表現疲弱 

01/16梅伊以325票反對，306票贊成的結果如預期在不信任案的威脅中獲勝，其隨即發表演說宣布將立即邀請各黨派領導

人進行會晤，並尋求找出跨黨派共識。1/17即與許多小黨領袖會面，然主要反對黨工黨領袖柯賓仍要求除非梅伊排除無協

議脫歐威脅，否則將不會參與會議。脫歐走向未明，英國富時綜合指數表現疲弱，終場小跌0.3%。 

最新消息傳出，小黨領袖呼籲透過二次公投以解決當前的政治僵局，但若沒有工黨的支持2次公投要通過的機會不大。工

黨領袖柯賓對2次公投的態度則是曖昧不明，因為工黨支持者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是支持脫歐的，一旦工黨決定推2次公投勢

投 資 策 略  

的特性，如南非二年期公債的利率於本周曾出現日內有約100個基點的振幅，純粹可能是因流動性不足、又或者單一礦業

產量的消息即打壞投資人的興致，因此雖然對於短天期的利率走勢並不悲觀，但投資的部位須謹慎規劃。 

<信用>美國投資級銀行債可望受惠穩健基本面，新興當地貨幣債終止連5天漲勢 

中美貿易紛爭一度傳出正面消息，成熟國家信用債利差再收斂，美歐高收債指數利差均縮減4個基點。雖然摩根士丹利去

年第四季營收與獲利均不如預期，但其他美國大型投行如高盛、花旗、摩根大通及Wells Fargo都繳出不錯的成績單，美國

銀行投資級債指數利差過去1週收斂9個基點，優於整體指數的5個基點。以美國目前已公布財報的銀行來看，淨利息收入

及資產品質多屬穩健，Moody’s自去年11月便有計畫調升花旗信評，此次財報結果或有機會使其債信評等更上一級。美

國BBB級債占比已來到記錄以來高點，惟銀行產業BBB級債券在相同評級債券中比例自2015年的14%降至12%，而歐洲許

多大型銀行仍有獲利不佳的問題，相較之下美國銀行債可望維持較穩定的表現。 

新興債市部分，印尼與南非央行昨日利率會議中均維持現行貨幣政策不變，印尼央行暗示已來到緊縮循環尾聲，然今年貿

易及經常帳逆差仍維持高位，中期亦不太可能降息；南非通膨前景改善，但總體經濟也有下行風險。兩央行雖維持偏鴿派

態度，但債券價格卻隨匯價走跌，印尼及南非公債指數分別下跌0.13%及0.31%，壓低新興當地貨幣債指數昨日小幅收黑

0.05%。印尼與南非今年都將面臨重要大選，在油價下跌環境中雖暫不需太過擔憂貨幣政策，然政治風險仍為一大隱憂，

且雙赤字問題均未改善，若市場樂觀情緒遭遇反轉時，這些國家恐將最先遭受拋售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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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喪失這些人的支持，若未來出現大選恐不利工黨選情。梅伊的發言人則是指出若舉辦2次公投，政府預估至少需要超過1

年的時間進行準備，這也是政府堅持反對2次公投的其中一個理由。觀察目前政治現狀，2次公投若要在國會達成共識，必

須要有工黨的全力支持，加上部分保守黨的留歐派反叛才有可能成功，未來仍需觀察兩大黨能否出現這樣的共識。 

展望後續，梅伊脫歐協議遭否決並未令脫歐問題出現定論，英國仍將面臨選擇。若歐盟對愛爾蘭保障協議採取更多讓步而

獲得多數議員支持，或因臨近脫歐大限而迫使國會轉向做出次佳選擇(梅伊脫歐新草案)以避免無協議脫歐，梅伊脫歐新草案

後續亦可能闖關成功，若此歐英股市有望回升。此外，考慮梅伊已贏得信任投票，重新選舉機會降低。另一選項為2次公

投。若2次公投取得國會共識，則脫歐程序勢必受到延誤，英國亦將以政治不確定性取代脫歐大限臨近的不確定性，股市雖

可能因脫歐大限延後或消失而暫時紓緩疑慮而反彈，然隨政治不確定回籠也將再度壓抑歐英股市。無協議脫歐則是目前各

方最不樂見的極端結果，考量英國國會已數度投票展現避免無協議脫歐的共識，預料無協議脫歐機會已逐步下滑但仍非完

全不可能。一旦不幸成真，歐英股市恐出現大幅下挫，惟此情境仍是上述諸多情況中機率最低的情境。 

<能源>預期OPEC+將遵守減產協議，對1Q19油價及能源類股持正向看法 

昨日(1/17)因市場美財長考慮調降對中國產品進口關稅，雖隨後遭否認，但已帶動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呈現全面上

漲，其中因預期美中貿易談判朝樂觀方向發展，原物料指數上漲0.9%，表現最佳，金融指數受摩根史坦利財報不如預期，

僅小幅上漲0.1%，表現平平。 

雖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月報顯示，去年12月OPEC原油產量下降75萬桶，減幅為兩年來最大，然先前EIA(美國能源資

訊管理局)公佈美成品油庫存增幅過高，抵銷美原油庫存降幅大於預期的利多，市場仍持續擔憂經濟放緩，影響原油需求，

歐美時段，布蘭特油價下跌0.1%。 

預期OPEC+對油價心態仍偏多，將遵守減產協議，布蘭特原油期貨淨多單持倉已止跌回升，顯示投機性交易者已由空轉

多，賣壓減輕，預估1Q19布蘭特油價區間將在55~66美元/桶，然須留意2Q19因供給過剩擴大，油價、能源指數仍有回跌

壓力，但若川普2Q19對伊朗制裁的油價政策產生變化，將可能逆轉油價及能源類股走勢。 

能源類股財報季即將來臨，因4Q18油價回跌，預期4Q18能源財報表現偏弱，但因近期油價反彈，對1Q19能源業者的獲利

預期可望調升，對1Q19油價及能源類股持正向看法。 

<匯市>南非央行保持政策利率不變，景氣好轉通膨回落有助於南非幣中期轉強。中美下一輪會談月底展開，人民幣震盪偏

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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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央行會議中下調了今年的油價與下半年的通膨預期，且此次利率表決不再出現拉鋸現象，說明委員們對通膨的預期一

致較為樂觀。週三(1/6)公布的南非零售數據也較預期強勢，總體景氣確有好轉跡象。目前南非幣正在等待回調過程中，可

耐心等待更佳時機。 

中美副部長級會議成果評價不一，但上週升值行情疑似銀行自營盤在消息面解讀不明時發起攻勢，一舉突破6.80止損點，

造成短期踩踏。目前缺乏消息面指引，且人民銀行為應對春節與納稅高峰而向銀行間大幅注入流動性之際，人民幣目前以

震盪偏貶為主。市場目前認為美股疲弱令中美有達成臨時協議的可能，即美國取消加徵關稅與中國進行結構性改革將留待

後續解決，此情境下人民幣仍有一定貶值壓力，但較無協議貿易戰升級情境稍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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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1/17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17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1/11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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