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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歐美兩地數據不佳，均使投資人對前景擔憂  

昨日歐美兩地公布的重要數據都不盡人意，美國延遲公布的12月零售銷售月增率下滑1.2%，是九年來最大的單月跌幅，無

疑讓投資人對消費這塊成長火車頭感到擔憂，歐洲則是德國去年第四季的經濟成長率呈現零成長，勉強躲過了連續兩季負

成長的技術性衰退窘境(第三季的季增率為-0.2%)，但顯示去年以來的疲弱表現似乎已非一些短期性的因子可以解釋，如汽

車業的生產線受阻等。惟美國部分領先指標依舊有相當的韌性，如ISM製造業指數，又或者初請失業救濟金人數等，故成熟

國家中，美國相對有撐的格局未改變，但積弱不振的歐洲則是尚未有明顯的轉折訊號，總體面的信心與訂單相關指標仍持

續探底，1Q19恐仍難有優於預期的經濟數據。 

<利率>數據表現不如預期， 主要公債殖利率1Q19走勢將較為承壓 

儘管市場對於美國商務部的12月零售數據呈現大幅下跌存有質疑，但擔憂情緒依舊推升了避險資金進駐債市，美國十年期

公債利率較前日下跌了4.8個基點，收在2.65%；歐元區的公債市場亦同，係因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德國的4Q18經濟成長

率停滯不前(季增率為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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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中美談判傳佳音，但股市漲勢放緩，短期轉整理格局  

昨日中美談判傳出好消息，川普似乎有意再度延長對中關稅期限60天，但整體新亞指數除了韓國股市上漲1.1%，其餘整體

下跌0-0.5%。陸股在連續放量大漲兩天後，雖然滬深交易所成交額昨日仍有4000億人民幣，但盤中明顯看不到追價意

願，最終收盤甚至小跌0.1%。類股方面，陸股大型消費類股依舊強勢，昨日滬深300非核心消費及核心消費指數分別上漲

1.1%及1.3%，累計年至今漲幅為16.6%及21.1%，顯見降稅預期及低油價對市場信心起了作用。韓國股市方面，昨日最強

勢類股為醫療設備及電子股指數，分別上漲4%及2.3%，但值得留意的是兩類股自12月低點已反彈43%及28%，技術面已

過熱。總而言之，本行認為中美貿易延長談判的基本情境機率仍高，但由於年至今主要指數漲幅皆有10-15%，評價面回

到過去平均水位，無明顯低估，在投資吸引力降低下亞股短期走勢將轉趨震盪整理  

<核心消費>可口可樂展望低於預期，維持MSCI核心消費1Q19負向看法，類股仍有回跌壓力 

因美國零售銷售數據不如預期，昨日(2/14) 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多數下跌，其中地產、健護上漲0.3%，表現最

佳，金融股、核心消費分別下跌1%、0.7%，表現較差，主因擔憂金融股獲利恐出現轉折向下及可口可樂對今年展望低於

市場預期，收盤下跌8.4%。可口可樂茶、咖啡及無糖可樂等產品線銷售雖成長，但因佔業績比重較大的傳統碳酸飲料消費

下滑，且新併購飲料品牌及新產品線仍待拓展市場，考量匯率波動、成本及稅率上升的影響，對今年獲利展望在正負1%之

間。展望1Q19核心消費類股中，零售消費、菸草、飲料進入銷售淡季，業績下滑，類股仍有回跌壓力，預期2Q19飲料

業、菸草、家用品銷售回升，且廠商推出新產品線，將帶動整體獲利回升，2Q19該類股股價動能方將逐漸轉強。 

<信用>成熟市場避開高企業槓桿企業債，新歐政局風險恐抑制主權債指數表現  

投 資 策 略  

讓歐元區的展望更蒙上陰影，區域內主要國家的十年期公債利率盡數下跌。展望整體債市的表現，於主要國家轉向鴿派之

際，本行已陸續下修美、德、澳十年期公債利率的目標價，2019年的經濟展望將是先下後上，因此利率1Q19走勢將較為

承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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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熟市場以美投資級債指數利差僅走升1點，受基本利率下滑影響指數表現較佳。美高收益債中通訊基礎設備商Zayo前

季表示將進行公司拆分，但近期說明並非當前戰略計畫。由於Zayo先前拒絕私募基金黑石集團收購，由於帳面上有60億美

元債務，若收購成功將為今年最大收購案，有助通訊服務指數表現。考量企業信用風險仍存，宜避開高財務槓桿企業債指

數。新興市場債方面，當地貨幣主權債跌幅較重，其中以新歐地區指數跌幅逾0.1%。以脆弱國家土耳其跌幅居首，俄羅斯

主要貨幣主權債受美國新制裁風險影響，指數殖利率走升12個基點幅度較高，加上南非國家電力公司(Eskom)持續延長限電

措施，推升南非當地及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殖利率皆走升。考量政局風險影響，新興主權債指數仍以具題材性的拉美及亞

洲地區為首選。 

<匯市>南非幣短期雖有貶值空間，不過南非債市相對有韌性吸引資金流入，南非幣長期不需過於悲觀  

週二（2/12）公佈的南非去(2018)年第四季失業率數據有所好轉，確認了前期觀察到的景氣好轉跡象。去年12月的數據

中，週三（2/13）公佈的零售銷售與昨日（2/14）公佈的礦業產出都稍遜於預期，但礦業產出對比前月的下滑幅度依然有

所收斂。稍弱的經濟數據疊加同時期美元恢復強勢加重了南非幣二月以來的弱勢，目前重新貶破14.0。然而觀察南非債市

相對較有韌性，經由去年多次危機後底部較為清晰，故雖南非幣短期依然有貶值空間，但在全球風險未驟升的前提下，續

貶幅度料不大。目前南非幣自身短期風險點在於2/20的年度財政預算案與南非電力的相關紓困安排。南非的國企改革一直

按部就班推進，中長期以提高盈利能力，裁撤冗員降成本的方式增強國企體質。紓困資金應僅為短期安排，不改變南非景

氣由過度悲觀好轉的趨勢，故對南非幣未來不須因近期貶勢而過度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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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2/14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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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