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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中國景氣放緩疑慮續增，央行寬鬆政策延續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布2019年1月汽車銷量較去年同期衰退- 15.8%，降幅創7年新高，2018年全年則較2017年衰退

2.8%，為28年來首次全年銷量衰退，中國經濟放緩拖累消費，另一方面長期的美中貿易關稅的不確定性亦導致外資降低投

資意願，因此中國政府近期的政策由調控轉為全面性的寬鬆，本行預估，中國央行2019年仍有150基點以上的存準率調降

空間，搭配非對稱式降息舉措，對中國兩年國債利率仍延續下行趨勢預判。 

<利率>歐洲央行官員鴿派言論壓抑公債利率走勢 

昨(18)日美國債市休市一日，市場消息面聚焦歐元區鴿派言論以及與美國貿易摩擦的相關訊息。川普周日(2/17)收到商業部

對歐洲進口車是否對美國國家安全帶來威脅的調查報告，川普將有90天的時間來決定是否動作，2018年5月川普原先表態

為25%進口汽車關稅，歐盟執委發言人Schinas昨日表示，如果美國執行關稅行動歐盟將立刻迅速充分做出反應，目前歐盟

已準備好對總計23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課徵關稅，因2018年7月份美歐達成的休戰協議而壓抑的緊張情緒再度面臨上升。除

了美歐貿易戰疑慮外，歐洲央行首席經濟學家Praet表示，如果歐元區經濟放緩高於預期，歐洲央行可以調整利率前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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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歐股1Q19波動風險仍大，2Q19走向端視景氣、政治變數發展 

昨夜(02/18)歐股STOXX50指數收盤近乎持平在近期高點水準，近2日則上漲近1.8%，主要反映市場對美中貿易談判樂觀

情緒，加上歐洲央行(ECB)執委宣稱正在討論向歐洲銀行業提供新一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的可能性，共同激勵短

線歐股大漲。 

根據新華社報導，中美雙方在北京的貿易談判中已就主要問題達成原則性共識，習近平週五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和財政部長

時亦指出中美雙方磋商又取得了重要階段性進展，本週雙方還將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市場樂觀情緒推動對於貿易議題較敏

感的汽車類股，儘管週一受到中國汽車銷量連續第7個月下滑的數據影響而小幅下跌0.3%，近2日還是有1.8%的漲幅。銀

行類股則是受到ECB可能再度推出新一輪TLTRO的激勵，近2日上漲約3.2%。 

回歸基本面，歐股評價面已來到近5年低點，顯示市場已逐步反映景氣&事件利空，指數下方風險或許有限。正在進行的財

報公布狀況則未能給市場提供驚喜，後續關注焦點還是落在美中貿易談判走向以及英國脫歐發展，研判1Q19歐股波動風

險依然較大。若相關事件面在1Q19出現改善跡象搭配經濟數據落底回溫，則有望對2Q19歐股顯著回升打下良好基礎，若

未能如此則預期2Q19歐股表現可能進入高檔震盪格局。 

<原物料> MSCI原物料1Q19面臨基本面偏弱干擾，上檔仍有壓 

昨日(2/18)美股休市，然因其他市場樂觀看待美中貿易談判，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全數上漲，其中原物料類股上

漲0.6%，表現最佳，健護及科技類股漲幅較小，僅各為0.1%。因對美中貿易談判的樂觀預期，原物料指數年初迄今反彈

幅度達9.5%，但原物料產業1Q19受歐、中、日製造業PMI(採購經理人)指數走弱，僅美國1月反彈，對原物料需求偏弱，

投 資 策 略  

引，並且用其他措施來補充市場流動性。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員Villeroy表示歐元區經濟顯著放緩，如果不是暫時性的情

況，歐洲央行可能會調整其利率指引，上週五執委Coeure則表示歐洲央行正在討論是否向銀行提供新一輪的長期貸款來增

加市場流動性。上述歐元區官員的鴿派言論帶動邊陲國家公債殖利率大幅下滑，義大利10年期公債殖利率由2018年10月

18日最高點3.69%至今大幅下滑92基點至2.77%，德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方面則維持在0.11%。本行認為，歐洲央行的鴿

派言論顯示內部對於經濟的擔憂加深，因此2019年3月7日的歐洲央行利率會議中或有可能討論利率政策以外的措施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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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預估原物料1Q19每股盈餘低於去年第四季，盈餘成長率僅持平去年同期，表現在類股漲幅比較上，僅優於防禦型四大產

業及包含汽車類股在內的非核心消費類股。未來若美中貿易談判結果不如市場預期樂觀或美國對進口汽車加徵關稅，將回

歸產業基本面而回跌，目前對1Q19 MSCI原物料指數仍維持負向展望，預期2Q19因需求面改善，且因全球製造業指數仍維

持在景氣榮估線上，仍處景氣擴張期，將有庫存回補行情，其中次產業中採礦類股因鐵礦砂、銅礦供給側改善，基本面將

強於化工類股。 

<信用>歐洲央行政策預期支持歐洲金融債表現，新興歐洲為新興市場中少數仍具升息壓力的地區 

美國假期休市一日，歐洲央行多位委員暗示可能透過利率、資產購買及向銀行注入流動性來刺激景氣，定向長期再融資操

作(TLTRO)的使用再度浮上枱面，帶動歐洲金融債表現略優於大盤，風險較高的義大利銀行CoCo債利差亦收斂。最近一次

發行的TLTRO將於2020年中到期，若無新的長期資金供應，屆時義大利等南歐國家銀行將面臨再融資壓力，義大利銀行壞

帳等結構性問題仍存，儘管近期債券表現突出，但資產負債表良好的金融債可能還是相對穩健的資產。 

匈牙利政府公布2018年第四季政府債務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降至70.9%，信評機構S&P於2/15調升其債信等級至

BBB，便是看好強勁經濟成長有助於穩定預算赤字占GDP比重於2%附近，然匈牙利薪資成長同樣帶動通膨，去年12月消費

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維持在5年高點，匈牙利央行前次利率會議提出緊縮貨幣政策想法；儘管新興市場央行普遍轉向鴿派，但

匈牙利及捷克等新興歐洲國家多面臨升息壓力，新歐債殖利率走揚壓力仍存。 

<匯市>歐洲央行可能推出新一輪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歐元短線難脫低檔盤整區間 

歐洲央行執委Coeure近一週表示，歐元區的經濟放緩，較歐洲央行原先預期的更為廣泛，他認為市場目前期待歐洲央行推

出的貨幣政策工具「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TLTRO)」，確實有列入歐洲央行的討論當中，在Coeure的發言之後，歐元小幅

走貶。先前歐洲央行已經推出過數次長期再融資操作，而操作金額也將陸續到期，推出新的操作可幫助歐洲央行維持目前

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不致被動縮表，也有助於後續利率正常化的動作。對歐元的影響方面，觀察歷史經驗，長期再融資操

作對壓低匯率的影響性並不如降息來的大，因此本行認為此操作造成歐元再出現大幅度的波段貶勢的機會並不高，但畢竟

目前歐元區處在經濟數據明顯放緩的背景之下，歐元低檔盤整的時間恐將延長。目前本行的基準情境認為，歐元上半年將

維持在目前的低檔盤整區間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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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 2/18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2/18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2/15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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