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t Daily
今日Spotlight
歐元區製造業PMI續疲，但德國IFO景氣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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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近期數據好壞參半，惟製造業受創幅度深，未
見好轉跡象



德十年公債利率先上後下，IFO的利多數據不敵避險
資金買盤

投資策略



美債利率倒掛，美股一路玩到掛？



Apple發表會未帶來驚喜，將進入科技產業財報季
留意震盪風險



美生技大廠停止新藥研發造成短線債券價格擾動，
避開政經擾動仍存土耳其主權債



歐元區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維持疲弱態勢，不過
德國IFO景氣指數回升，歐元回復穩定

總體經濟與利率市場展望
<總經>歐洲近期數據好壞參半，惟製造業受創幅度深，未見好轉跡象
歐洲最近的重量級數據有二，先是上周五的Markit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後則有昨天的德國Ifo景氣指數，前者見整體歐元
區的製造業PMI連續8個月下滑，當中的新訂單分項也創2012年底以來最低，服務業則小幅拉回但依舊力守50以上的擴張
水位。國家別則分見德、法都同步下滑，當中德國的製造業PMI已是連續二個月落入50之下，新訂單表現亦不如預期，反
應歐盟、中國與美國貿易衝突影響持續。所幸，昨天的Ifo企業信心調查指數回揚，自2月的98.7上升至99.6，又最令投資人
振奮的消息是其中的預期分項指數(對未來六個月看法)也自低點反彈至95.6，顯示企業對未來的想法及產業能見度都有所改
善；當中的四大產業調查，亦出現跟上述PMI類似的狀況，製造業預期分項落至2012年11月以來最低點，但服務業、貿易
業、營建業都自低點反轉，來到去年底以來新高，尤其服務業表現最為突出，呼應歐洲內需成長的動力依舊穩健，景氣衰
退的疑慮稍加緩減。
<利率>德十年公債利率先上後下，Ifo的利多數據不敵避險資金買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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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十年期公債利率於周一在Ifo數據優於預期的激勵之下，一度回升至零軸之上，尤其是企業對未來六個月的預期展望回
升，讓上週五PMI的利空淡化，惟英國脫歐的議會討論及其不確定性仍壟罩投資人的信心，午盤後，歐洲核心國家的公債
利率又見同步走低，避險買盤推升公債價格。德國十年期公債利率面臨景氣放緩擔憂加深而大幅走低，技術面已穿破關鍵
價位水平，惟景氣的放緩不等同於衰退，尤其整體歐元區的就業市場仍相對緊俏，且服務業指數都還呈現擴張，加上歐元
區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雙管齊下，本行維持對於景氣於2Q19逐步落底的看法，屆時利率亦可望跟隨回升。

投資策略
<美股>美債利率倒掛，美股一路玩到掛？
美股周一(3/25)收盤漲跌互見，標普500指數連續第二天下跌，收2798點，由科技及金融股領跌。美債３個月與10年期殖
利率持續倒掛，市場對全球經濟成長放緩的擔憂猶在。根據過去50年來歷史經驗，3M10Y殖利率倒掛後平均16個月後景
氣才會衰退，以美股報酬率來看，則好壞參半，不見得有絕對參考性。自金融海嘯後，美國當局大量實施非常態貨幣政策
(QE)救市，各個債期都有各自的資金擁護，原本的債市倫理已遭破壞，導致這些傳統性指標的意義開始轉變，因此，倒掛
跟景氣衰退已不能劃上絕對等號。過去在2018/7時也發生過2Y10Y接近倒掛，2018/12也發生過3Y5Y倒掛，最後股市都以
過度反應收場，本行認為若聯準會開啟降息循環，或者回過頭來再次QE才真正是美股空頭降臨。本周重點應觀察聯準會官
員講話，以及一連串的經濟數據，包括消費者信心數據、房市數據(周二)、以及1-2月份個人收入及消費支出數據(周五)。
具彈性的消費者信心以及薪資水準的上漲應會令市場多一些信心，若2Q19經濟加速，預估美股後市仍有餘力上漲。
<科技> Apple發表會未帶來驚喜，將進入財報季留意震盪風險
昨日(3/25)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全面回落，科技下跌0.6%表現偏弱，公用事業與非核心消費平盤作收。
科技近兩日把上周的漲幅回吐，Apple(蘋果)發表會一如市場預期的推出全新應用服務，Apple TV+、Apple News+、
Apple Arcade與Apple Card，包含新聞、影視內容、遊戲等內容，並推出全新支付系統，然而欠缺任何新意與驚喜，收
盤下跌1.2%。分析Apple這次大動作地進軍軟體服務，卻沒有在應用模式、軟體內容與收費方式做出Apple風格，甚至也
讓硬體製造供應鏈帶來負面意涵，再次顯示終端應用的瓶頸與轉換期的陣痛，目前產業正處於基本面疲弱但外部利多帶來
的走勢背離，科技雖然處於自身基本面相對疲弱的時點，然多數產業也同樣面臨景氣下滑，相較之下科技反而顯得良好的
體質，因此推升科技一路走強，加上外部政策牽引年初以來走勢，除將進入財報季可能帶來震盪外，產業將逐漸回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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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倘若出現震盪也有題材可供反彈，本行維持對2Q19成長型產業正向看待，然目前位置已達合理水位短期上檔空間有
限。
<信用>美生技大廠停止新藥研發造成短線債券價格擾動，避開政經擾動仍存土耳其主權債
昨日成熟市場以美投資級企業債指數表現持穩，其中醫療保險指數利差收斂幅度優於製藥業和醫療保健2個基點。美生技醫
療大廠百健(Biogen)停止阿茲海默症新藥研發，以Biogen去年4Q公布淨財務槓桿僅1倍，考量(1)停止新藥試驗削弱潛在營
收成長動能，(2)該阿茲海默症新藥佔整體新藥研發比例雖低於2成，但先前投入研發支出無法回收，(3)Biogen將進行50億
美元的股票購回，加上預期Biogen將可能積極進行併購活動，來因應新藥研發終止，考量帳上現金減少且不利償債能力，
建議避開帳獲利動能走弱美國投資級企業債。
土耳其央行考量金融市場情勢變化，無預警於3/22暫停一週附買回標售，市場估計約當於融資成本調升150個基點的效果，
流動性緊縮擔憂衝擊土耳其債匯市該日同步下挫，土耳其里拉更創去年8月來最大單日貶幅；昨日土耳其央行誓言維持市場
價格穩定，監管機構也強硬對外資投機行為發出警告，匯市回穩但債市持續下跌，土耳其債指數2日累積跌幅逾3%。土耳
其政經依舊面臨困境：(1)該國通膨年增率近20%，但經濟成長卻落入衰退，央行政策調控空間小；(2)截至3/15，該國外匯
存底連續３週下降，現今仍處10年低點附近，市場信心不足；(3)本月底土耳其將舉行地方選舉，土耳其當地企業與家計單
位紛紛拋售里拉，該國CDS升至去年10月高點。疲弱基本面恐加大土耳其債市波動風險，所幸目前市場對土耳其的恐慌尚
不致於傳導至其他新興市場，全球景氣動仍將牽動短線新興債市走勢。
<匯市>歐元區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維持疲弱態勢，不過德國IFO景氣指數回升，歐元回復穩定
雖美國聯準會大降利率預期，鴿聲連連，使得美元升值的動能受限，但歐元區經濟疲弱態勢未解，仍讓歐元難有太多表
現。上週公布的3月歐元區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仍維持在下滑趨勢，47.6的數值創下69個月來的低點，歐元區中經濟影響
力最大的德國，製造業PMI僅44.7，數據公布後歐元大幅下滑，而經濟數據的不如預期也造成全球長天期殖利率下滑，美國
殖利率曲線出現倒掛情形，顯示了市場對後續景氣的擔憂。不過昨(25)日公布的德國IFO商業景氣指數自前月的98.7回升至
99.6，7個月來首度回升，市場仍期待歐元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雙管齊下的效果能逐漸發酵，歐元短線回穩至1.13之上，
美元指數在96.5上下震盪。本行認為歐元低檔盤整、美元指數95-97間盤整的格局短線不易出現太大改變。英鎊方面，英國
國會提出修正案，要將脫歐協議的主導權由英國首相轉移至國會，而外媒報導首相May考慮辭職以換取國會批准目前的脫
歐協議，英鎊回升至1.32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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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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