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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美國政府關門造成短期經濟下行風險增加  

美國部分政府部門進入第33天停擺，明日聯邦地區法院將因資金不足而停止上班，星期五關門的部門員工將再度無法拿到

薪水，白宮經濟顧問表示，政府部分部門1Q19通季停擺將對美國經濟成長帶來衝擊，當季經濟恐接近零成長，政府每關門

一周將造成經濟成長減少0.13%，然而聯邦政府機構重新開門經濟就會出現大幅的反彈，2Q19如果政府重新開門經濟成長

速度區間於4-5%，目前彭博統計調查顯示，倘若聯邦政府整季關門對1Q19經濟成長將帶來-0.8%衝擊，成長將降至

1.5%。展望後續，美國政府持續關門，部分經濟數據延期公布恐造成聯準會無法判斷實質經濟的環境是否出現重大的轉

變，然而從1月初公布非農就業數據高達31.2萬人且薪資成長創近年新高的環境下，聯準會維持升息步調的可能性仍高，然

而因不確定性因素如政府關門及缺乏經濟數據佐證之下，言論方面將轉向鴿派，對升息的說法將由緩步升息轉向有耐心的

等待數據的公布才能進一步動作，目前3月前市場利率期貨隱含升息機率為0%。 

<利率>按兵不動是現階段日本央行的最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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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美企業債指數以較高信評者減緩降評風險，俄國當地銀行淨利差恐縮恐限縮其債券指數表現  

昨日成熟市場市表現持穩，歐洲企業債指數因匯率走揚相對較佳，美國投資級債與高收債指數利差皆收斂2個基點。觀察

近期美企業債指數中，(1)美BBB級投資級企業債流通在外總量逾3兆美元，比美高收債加上槓桿貸款市場總量約2.4兆美元

高。(2)2018年美國BBB級非金融企業債流通在外債務量大於美高收債市值2％者的企業家數為13家，此家數為2002年以來

新高。(3)BBB / A級與CCC級/ BB級利差比率，兩者走升至1.65倍與3.2倍並回到去年初高位，顯示市場仍舊青睞較高信評

且債信體質佳者。考量以上三點後，美企業債降評至墮落天使風險仍存，以較高信評短天期美投資級債指數搭配美高收債

組合為首選。新興市場債市以主要貨幣主權債表現較佳，其中以土耳其及阿根廷等脆弱國家昨天單日漲幅近1%較多。從去

年9月起，俄羅斯央行反映物價水準，已調升基本利率2碼至7.75%，恐提高當地銀行融資成本。近期俄央公布俄國境內前

10大銀行存款利率平均達7.53%，但觀察當地銀行貸款利率持平並未跟著調升，預期將產生銀行淨利差縮減的負面影響，

限縮當地銀行債指數表現空間。新興市場債市以債信體質較佳國家，或信評近主權債指數為首選。 

<亞洲>農曆年前成交量萎縮，亞洲指數橫向整理  

昨日亞洲指數震動幅度不大，平均漲跌幅多約在正負0.2%間。消息方面，昨日公布的12月台灣工業生產指數及日本出口皆

呈衰退且低於市場預期，但市場對疲弱經濟數據反應相較去年底明顯鈍化，收盤台灣加權及日經指數分別下跌0.5%及

0.1%。如本行先前觀察到的，今年以來市場風險偏好已由風險趨避轉向謹慎樂觀，主要是對中美貿易談判發展及大陸加大

財政及貨幣政策看法正面。而此時公布的經濟數據不如預期，反更加深市場對於政府撒錢救市的決心。展望未來一週，東

北亞及台股成交量在農曆年前料將持續萎縮，價量背離下指數短期內預期將以橫向整理為主。 

投 資 策 略  

23日央行利率會議維持短期政策利率在-0.1%不變，並繼續殖利率曲線定錨來維持日債十年期殖利率在 0%水準，承諾繼續

購買日本國債規模年成長約80 兆日圓。會後公佈的《經濟與物價形勢展望報告》中，相較2018年10月的預測，下修

2019、2020年度通膨展望至0.9%、1.4%，不過2019、2020年經濟成長預估卻略上修至0.9%與1.0%。總體來看，央行對

內部景氣成長動能相對中性偏正面，不過考量外部金融震盪風險與通膨預期的下降，同時央行也必需考慮長期負利率政策

對金融體系的負面影響，本行認為央行仍會謹慎小幅度的逐步減少購債規模數量，不會貿然有大方向的政策轉向，維持預

估日本十年國債利率低檔震盪小幅緩升格局。展望後續，今晚歐洲央行將進行利率會議，不排除在態度上轉趨鴿派，屆時

德債利率有下修的可能，但鷹派官員們若堅持要等到春天的數據公布後方做進一步的決策更動，凸顯經濟放緩是暫時性因

素導致，本行將維持ECB再融資利率於今年第三季首度調升一碼的看法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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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業>因1Q19用電需求增加及利率環境對公用事業仍有利，對1Q19 MSCI公用事業指數仍持正向看法 

昨日(1/23)因企業財報優於預期，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漲多於跌，其中公用事業上漲0.85%，表現最佳；受歐盟試

圖繞過美國對伊朗的制裁進行交易、API(美國石油協會)公布上週原油庫存大增及對原油需求的擔憂，油價下跌，拖累能源

類股下跌1%，表現較差。在公用事業方面，雖加州三家公用事業均遭標普調降投資評等，但因公用事業性質特殊，不易更

換服務商，過去多在國家監管機構批准下透過提高客戶電價費率來填補災害損失，若採宣告破產保護，則可望透過新貸

款、出售資產，來維持正常運作，因此氣候變遷所衍生的災損及後續賠償費用是公用事業的長期風險，未來資金仍會朝向

財務健全且安全信賴度高的公用事業集中，以MSCI全球公用事業指數來說，目前自由現金流量仍高於五年平均，2019年股

利率也有4.1%。以歷史經驗來看，在美十年期公債殖利率未高過3%及長短天期利差縮小，但未到殖利率曲線倒掛時，公用

事業股價容易上漲。1Q19因天冷用電加熱需求增加，且預期成本下降，年盈餘成長動能高，對1Q19公用事業仍持正向看

法，但2Q19因取暖用電需求下降，獲利下滑，將轉偏保守看待。 

<匯市>紐西蘭通膨稍高於預期，推升紐幣上漲，但長期趨勢仍偏弱  

紐西蘭第4季通膨上升稍高於預期，年增率維持在1.9%，數據一出推升了紐幣的走勢。本月份並無紐西蘭央行會議，通膨數

據可能會讓紐西蘭央行在下個月會議時思考利率的路徑走向。扣除掉能源和食物的影響，整體的通膨稍稍上行，不過市場

目前仍預計上半年紐西蘭央行會維持利率在1.75%不變，在面對中美貿易紛爭仍未明確解決方案、中國新生兒人數創60年

以來的新低也可能會打擊到奶粉的需求，本行認為紐西蘭央行仍會持觀望的態度，在全球經濟放緩的前提下，紐幣走勢仍

將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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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1/23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3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1/18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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