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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與利率市場展望  

<總經>美國小型企業指數進一步放緩，企業對於未來經濟前景疑慮大幅增加 

美國1月NFIB企業信心的指標在進一步從104.4加速放緩至101.2，受訪的中小型企業主表示雖然對於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

增加，然企業獲利的改善加上信貸利率下滑讓企業仍有增聘雇員及擴大資本支出的意願，其中就業分項依舊顯示企業徵才

不易，昨日公布最新職缺數據高達7.335百萬，創下歷史新高，其中營建、住宿及餐飲服務各新增約8.5萬職缺。多數業主

認為景氣強勁但前景疑慮增加，不確定性指數1月大幅上升7點至86點，逼近2017年歷史高點之93點。12月起部分政府停

擺導致小型企業管理局關門，因此無法處理小型企業的貸款，而收入仰賴聯邦政府員工的小型企業均表示受到華府停擺的

影響。整體而言，消費者與企業主的信心於近期的商諮會報告跟昨日的數據中均出現高點下滑，本周陸續傳出國會兩黨對

預算爭議有解，又聯準會放軟，短線部分影響總體面的利空或有消弭的機會，接續留意中美貿易談判能否真有習川會帶來

進一步好消息，以及舉債上限的爭端能否順利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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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500指數企業4Q18獲利在悲觀預期下創造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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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貿易談判以拖待變，國會達協議避免關門，美股急漲，惟留意波動風險 

川普放軟釋出願意延後上調3/1關稅期限，以及國會兩黨為避免政府停擺而達成初步協議，美股昨日(2/12)創今年以來最大

單日漲幅，標普500指數上漲1.3%至2744點，重新站上年線，11大類股普遍走升，原物料及非核心消費類股領漲，僅地產

股收跌。目前美股4Q18財報已開出近三分之二，預估每股盈餘年成長達12.4%，其中71%企業獲利優於預期，包括工業、

通訊服務及科技類股優於預期比重超越大盤，成為今年以來指數上漲領頭羊，儘管財報結果不如市場預期悲觀，但企業在

展望部份確實看到成長趨勢放緩，預估2019年標普500指數每股獲利年成長僅6-7%。過去造成市場修正的擔憂包括聯準

會升息、全球景氣放緩、美中貿易衝突等問題並沒有真正完全消失，自去年聖誕節低點以來的反彈來得又急又快，留意波

動加大風險。 

<地產>美10年期公債殖利率漸趨止穩，MSCI地產漲勢將收斂 

2/12(二)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普遍收漲，僅地產收跌。在市場樂觀期待國際政經情勢發展下，風險胃

納提升、美10年期公債殖利率稍見走高，壓抑昨日地產股的表現。年至今，地產的漲勢已逾10%，主要來自美國與香港地

產，除了市場對中美貿易談判進展有所期待外，房市供需尚無明顯惡化跡象下，房租物價成長率仍維持相對高檔，及聯準

會暫會保持耐心的升息態度，讓殖利率明顯下行，為地產帶來一定的吸引力。然此期間，因陸續印證美國仍是全球主要國

家中相對穩定的經濟體，故殖利率也出現止穩現象，料在殖利率已無甚多下行空間下，1Q19地產漲勢將有所收斂。 

<信用>美高收債搭配投資級債平衡風險，巴西政策改革若成真，主權債表現有撐 

昨日成熟市場以美高收債指數表現續佳，指數利差收斂11個基點至417點，觀察美高收債市場指標如下，(1)信用違約交換

指數(CDX)的隱含波動度下滑，或有助於美高收債指數利差收斂，(2)從資金流量來看，槓桿貸款（槓桿貸款）受Libor下滑

投資策略  

<利率>部分避險資金退潮，美指標利率在通膨數據公布前小幅走高 

美國公債市場昨日在兩黨的邊境預算協議傳出達成初步共識下，股市走揚帶動避險資金流出公債市場而推升殖利率走高，

投資人樂觀研判政府可避免再度停擺的窘境，又川普也表示，對延遲3月1日提高對華關稅的最後期限持開放態度，亦推升

公債利率走揚，終場十年期指標利率上揚2.3個基點來到2.677%。明後天將有通膨數據將揭曉，投資人將關注核心物價年

增率的變化，預估整體通膨的數據維持平穩，年增率或自上月的2.2%小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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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年至今呈淨流出走勢，而美高收債資金則持續淨流入，槓桿貸款資金部位或有轉入美高收債跡象，(3)第1季美國銀行

貸款標準對大型及中小型企業開始朝收緊發展，(4)美高收債ETF put / call未平倉比率及交易商淨空頭部位走升，顯示市場

投資人對美高收債看法仍分歧，可搭配美投資級債指數做combo組合，降低信用風險。新興市場債方面，主要貨幣主權債

指數利差收窄4個基點表現較佳，其中以拉美主權債指數收斂8點漲幅較高。巴西政府預計養老金改革10年將省下約2700億

美元，平均一年撙節約1.35％巴西GDP，可望支持巴西主權債指數走勢。巴西經濟部長Guedes表示，待總統Balsonaro養

傷復原出院後再提交養老金改革計畫，聚焦後續養老金改革動向。 

<匯市>美元在連8個交易日走強後出現修正，短線高檔震盪態勢不易改變 

美國兩黨關於墨西哥邊境牆的談判有所進展，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稱兩黨已就邊境問題達成原則性的協議，美國政府

2/15有望避免再次關門，市場風險情緒受到提振，美國標普500指數收漲1.3%，美元指數在連8個交易日走強後昨日出現修

正，重回97之下，美元指數大致在95-97間震盪的格局沒有出現太大變化。美國聯準會主席鮑威爾昨(12)日的談話主要聚焦

社區經濟發展問題，對貨幣政策展望並未有太多著墨，不過鮑威爾表示沒有感受到美國經濟有進入衰退的風險，他的談話

並未影響太多日內各類資產的走勢。整體而言，在非美貨幣缺乏內生動能的情況下，美元第一季高檔震盪的態勢不易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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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2/12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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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