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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日本4Q18經濟增速轉正成長， 資本支出是主要功臣  

日本公布國內生產總值(GDP)4Q18季化年率成長1.4%，扭轉前季因天然災害導致GDP負增長態勢，不過第四季數值仍低於

市場預估。究其細項，外貿對GDP增長帶來負貢獻-0.3%，當季表現最亮眼莫過於資本支出較前季增長2.4%，與先前短觀

數據一致，企業仍有採購投資計畫，內需消費雖表現不差但主要來自汽車銷售推動，整體消費持續性將受到挑戰。總體來

看，全球景氣放緩大背景下，日本出口製造業恐難不受衝擊，最新日本1月工具機訂單增速年衰退18%，惟目前觀察日本就

業仍穩健，實質新資持續正成長，本行將持續追蹤強健的日本內需景氣有無受到疲軟的外貿所拖累。 

<利率>日十年公債殖利率料低位震盪後緩步上移  

受外部因素影響，市場對景氣與事件面擔憂致日十年公債殖利率自10月見高0.16%後一路下滑最低曾見-0.05%，不過近期

日央公佈微調例行操作的買債規模縮減，日本十年公債殖利率略從低位回升。儘管本行將持續追蹤疲弱的外需是否拖累日

本景氣，但現階段日本內需景氣尚屬穩健，就業率與實質薪資延續改善趨勢，近期IMF(國際貨幣基金)、日央並未調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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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制裁疑慮回籠，留意後市回落風險  

昨夜(2/13)國際布蘭特油價走強，但俄羅斯RTS指數卻出現下跌。包含能源、金融等大型權值股幾乎全面走弱，主要反映

美國制裁俄羅斯疑慮再度回籠的消息所致，終場RTS指數收跌2%。 

路透社報導指出，美國參議院兩黨議員將試圖通過一項對俄羅斯的制裁法案，其主要制裁對象將著眼於俄羅斯銀行業、能

源業與主權債券，造成市場對於相關類股受制裁疑慮升溫而帶動股市下跌。觀察本波反彈除了反映油價從50美元的低點快

速上漲之外，美國政府關門問題也分散了國會議員的注意力，導致市場對於制裁疑慮下降，然先前本行即已提出「制裁風

險變化不易預估，一旦再現恐又快速壓抑指數」的看法，隨著著關門問題逐步解決，參議員也開始提出新的制裁法案，制

裁疑慮恐將再度回籠。 

展望後市，減產協議的確對油價帶來一定支撐，但考量2Q19原油供過於求壓力將再度升溫、調升增值稅對內需產業的壓

力，以及俄央行重啟購買美元舉措對盧布產生的影響，仍不利後續俄股市表現，加上制裁疑慮回籠，對於1Q19俄羅斯RTS

美元指數本行仍維持保守看法。 

<能源>維持1Q19布蘭特油價區間將在55~66美元/桶看法，MSCI能源指數留意波動加大風險 

因美中貿易談判呈正向發展及全球央行貨幣政策轉寬鬆，昨日(2/13) 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多數上漲，其中因沙國

將進一步減產，布蘭特油價歐美時段收63.4美元/桶，上漲1.7%，帶動能源類股上漲1.1%，表現最佳，僅防禦型的公用事

業下跌0.3%，表現最差。本行對油價及能源類股看法：1). OPEC國家(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油價心態偏多，將確實執行減

產，有利油價；2).布油及美油期貨淨多頭部位上升，顯示對油價仍看多；3).美國產量仍維持高檔，公布上週原油庫存升幅

投 資 策 略  

2019年經濟增速。加上日央開始積極重視負利率對金融體系帶來的影響，本行認為日央將緩慢漸進的推動貨幣政策正常

化，基準利率不變但將適時的縮減購債規模，預計日十年公債殖利率低位震盪後仍將非常緩步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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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預期，則為油價上檔壓力。本行仍維持1Q19布蘭特油價區間將在55~66美元/桶看法，1Q19能源指數雖受惠油價上漲

而反彈，然受天然氣價格回跌，MSCI能源指數已接近上檔壓力區，留意波動加大風險。 

<信用>歐金融債避開財務體質偏弱者，俄國主權債升評但挑戰仍存  

昨日成熟市場以全球高收債指數利差收斂4個基點表現較佳。Santander傳出不回購下個月可贖回到期AT1永續債，對

Santander來說可維持資本適足性，且Libor下滑有助降低永續債資金成本，但預期其後續所發行債券，投資人將要求更多

風險溢酬。對投資人而言，等同投資只能領息而無到期日債券，恐對CoCo等資本補充工具重新訂價及產生跌價損失，由於

CoCo債市總量約2140億美元，今年內到期總量約佔10.4%，其中以歐系銀行為大宗，欲投資歐洲金融債或資本補充工具宜

避開財務體質偏弱者，以降低展延風險。新興市場債方面，主要貨幣主權債表指數漲幅較高，其中以土耳其為首的新歐主

權債指數利差收斂12個基點表現較佳。繼上週末穆迪考量俄羅斯財政狀況穩定，有助當地政府抵禦油價下跌及制裁風險等

外部負面衝擊，將其主權債評級從垃圾級調升至投資級Baa3後，亦調升類主權債、金融及企業債共42家企業信評，朝主權

債Baa3靠攏，但考量(1)俄國政府提高增值稅效應恐推升物價走揚，俄國央行貨幣政策相較其他國家難寬鬆，(2)美歐將於

2/18歐盟外長會議上討論對俄國實施新制裁，新興主權債仍以具題材的拉美及亞洲地區表現較為穩健。 

<匯市>紐西蘭維持利率不變，聲明偏中性，紐幣上揚  

紐西蘭央行一如市場預期，維持利率在1.75%不變，並稱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持擴張性利率政策。就業率接近可持續的

最高水平。由於CPI中值仍低於2%，因此需要延續當前政策。預計通膨在2020年第四季度達到2%，此前預計為2018年第

四季度，同時推遲升息預期，現預計將在2021年第一季度升息，此前預期為2020年第三季度。整體而言，央行態度並未如

市場所預期的鴿派，更偏向中性，也讓紐幣應聲上揚。不過在全球景氣仍存有疑慮的情形之下，本行仍認為紐幣長線上屬

偏弱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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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2/13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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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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are produced by CTBC Private Banking of CTBC Bank Co., Ltd. 

(Singapore Branch,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ank”) obtained from diverse sources and are only intended for its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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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redited investors” as defined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Singapore and/or (iii) such other professional 

investors located in or resident in jurisdictions that do not restrict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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