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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脫歐陰霾影響投資與消費，英國2018年經濟成長率明顯走緩 

英國公布2018年第四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僅較前一季成長0.2%，不如預期，2018年的成長則是放緩至1..4%，大幅較

2017年的1.8%下滑，乃2009年以來增長速度最慢的一年，主要是脫歐的不確定性使得商業投資下滑1.4%，出口表現亦不

佳，貿易淨額對GDP成長率是負貢獻0.12個百分點。英國相關的領先指標如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或信心指標等仍是下滑的

趨勢，顯見國內與國外的雙重不利因素都形成經濟上的衝擊，若脫歐議題持續沒有共識，恐難達到今年英國央行預計的

1.2%成長率目標。 

<利率>英國央行受制脫歐不確定性而難以行動 

英國央行在2/7的會議中，行長卡尼表示，脫歐不確定性正在給經濟製造迷霧，故下調2019與2020年經濟預期1.2%至

1.5%。他也表示，短期之內經濟將出現一定程度的閒置，而非先前預計的需求過剩。此一展望被解讀為立場朝鴿派靠攏，

使得市場更加推遲升息的時間，十年國債利率跳水，兩天內走低8個基點，昨日小幅反彈。從央行以前甫公布的GDP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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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型企業展望未再釋出更為悲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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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多方氣勢能否延續取決於本週中美貿易談判 

農曆年後首個交易日，台股與陸股皆以上漲作收，其中代表小型股的陸股創業板指數彈幅更高達3.5%，而上證指數則自去

年一月跌破半年線後首度站回半年線。類股方面，昨日漲幅及貢獻主要來自科技股及消費股，分別上漲1.2%及0.4%。受

惠油價回落，MSCI新興亞洲非核心消費指數年至今已上漲13.8%，表現領先其餘10大類股。消息方面，美國白宮表示第

三輪中美高級別官員談判即將本月14-15日於北京展開。本輪談判有別於前兩次的部分在於，此次談判正副部長皆一同出

席，11日先由副部長展開談判，14-15日再由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及財長梅努欽參加主要會談，重要程度更勝過往，透

露出雙方皆有在3/1日期限前達成一定共識的壓力。 

由於大部分指數自10月或12月低點反彈已有10-15%，面臨技術面壓力。本行研判此時若美中能達成和解共識停止增加關

稅，股市才有再向上攻的動力。 

<成長型> 基本面虛弱的汽車族群再度走弱，盤勢震盪尚未止穩  

昨日(2/11)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小幅上揚，工業上漲0.3%表現較佳，僅非循環型產業走弱，其中通

訊服務產業下跌0.5%，主要來自娛樂次產業，開發及經營遊戲軟體的動視暴雪公司傳出因面對遊戲消費市場下滑將裁員數

百人，股價跌逾7%。非核心消費指數近五日下跌2.5%表現相對疲弱，2018年下跌三成已屬疲弱的汽車族群似又開始震

盪，除財報展望相對正向的General Motors(通用汽車)較為抗跌外，其餘品牌大廠皆有4-5%以上跌幅(近五日)，景氣下行

加上中國需求減弱，機構預估2019年汽車銷量成長幾近持平(1%以內)，即使是展望較樂觀的GM也開始裁員關廠調控成

本，同時貿易戰最令人擔憂的汽車關稅陰霾也始終無法去化，MSCI汽車指數有再回測2018年12月低點的跡象。整體來

說，1月底之後的財報未再帶來更大的利空，但市場1月也已出現小幅反彈，展望後市仍面臨諸多外部風險因子干擾，短期

指數仍有往下震盪風險，所幸整體終端應用還是成長尚未進入衰退，因此本行仍對2Q19成長型產業的成長趨勢維持樂觀

看待，次產業族群輪動將更為顯著。 

 

投 資 策 略  

本行研判英國央行上半年難再回到緊縮的軌道，待脫歐以及其影響性有所釐清後，方可能有下一步的政策行動，故1Q19利

率走勢仍不易大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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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美企業債以財務槓桿下滑者表現較佳，中國企業違約仍存，以主權債較有表現空間 

昨日成熟市場以美高收債指數利差收斂4點表現較佳，其中媒體、健護醫療及汽車類高收債利差收斂逾9個基點以上。T-

mobile上週公佈獲利結果優於市場預期，本週將提交260億美元Sprint收購案予國會，若過關將有益5G網路部署及獲利成

長，並穩定公司財務槓桿。此外，美大型通訊服務商AT&T承諾將持續降低財務槓桿至2.5倍水準，相較於零售消費、食品

及飲料等企業槓桿持續走升，通訊服務企業債或為另一塊淨土。新興市場債市受美公債利率走升影響，以主要貨幣企業債

表現維穩，其中以新興投資級債指數利差收斂3個基點表現較佳。中國最大民間投資公司－中國民生投資集團傳出違約事

件，此外，去年違約的永泰能源集團亦未能遵守債務重組計劃，中國企業債違約疑慮仍存，以主權債指數或信評接近者較

有表現空間。南非總統Ramaphosa於上週國情咨文中表示，將重組南非國家電力公司(Eskom)以減輕其財務壓力，由於

Eskom債務總量佔南非GDP約8.5%，加上因南非國家能源監管機關的限電措施，恐損及經濟成長動能且難以緩解Eskom財

務險境。後續關注下週三(2/20)南非財政部長Mboweni年度預算公布，若南非政府擴大稅基增加財政收入，將有助當地主

權債表現穩定。 

<匯市>非美貨幣缺乏動能，推動美元指數再走升至97以上，美元短線高檔震盪態勢不易改變 

美元指數昨(11)日再走升至97之上，為去(2018)年12月中旬以來新高，連續8個交易日走升，人民幣走貶400點，離岸人民

幣來到6.80之上。雖美國聯準會1月底貨幣政策立場轉向鴿派的立場明確，美元一度走貶，也讓各大投資銀行紛紛看空美元

短線的走勢，但全球經濟數據維持疲弱，各大央行紛紛轉向鴿派，利率期貨隱含澳洲央行今(2019)年降息的機率甚至高過於

升息，非美貨幣自身的疲弱推升了美元的走勢。日圓雖相對多數貨幣強勢，不過也自1月初的高點緩步回貶，美元兌日圓已

回到110之上。英鎊方面，雖英國政局的混亂走向還沒有對英鎊造成太顯著的影響，但英國昨日公布的4Q18經濟成長率

1.3%也不如市場預期的1.4%，英鎊維持回落的態勢。整體而言，在非美貨幣缺乏內生動能的情況下，美元1Q19高檔震盪

的態勢不易改變。本週外匯市場關注重點包含多位美國聯準會官員的談話、英國首相May 2/13對下議院就脫歐進展進行報

告、美國2/15政府臨時預算到期兩黨是否能就邊界築牆問題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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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2/11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2/1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2/8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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