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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央行或考慮分級存款制度，緩解銀行所受的負
利率之苦



歐洲央行銀行分級存款制度消息，進一步壓低德債
利率

投資策略



歹戲拖棚的英國脫歐大戲仍陷僵局



預估2Q19布蘭特原油區間在62~70美元/桶，留意
MSCI能源指數波動加大風險



美國零售業逆風仍存美企業債避開低信評高收債降
低違約風險，且仍以新興主權債較有表現空間



紐西蘭央行態度轉向鴿派，紐幣下挫

總體經濟與利率市場展望
<總經>歐洲央行或考慮分級存款制度，緩解銀行所受的負利率之苦
歐洲央行(ECB)總裁Draghi周三表示，ECB可以在必要時進一步推遲升息時間，並可能研究採取何種措施以減輕負利率帶來
的副作用。ECB過去跟全球主要央行同步，於面臨經濟衰退時擴大刺激方案，但2018年後，尚未導回貨幣政策正常化前，
又再度面對經濟放緩、且比預期更久之際，ECB被迫思考如何調整當下的決策以及銀行所處之困境。故路透社傳出消息指
出，歐洲央行正在尋找辦法降低銀行為超額準備金支付的費用，並考慮採取措施抵消負利率的分級存款制度；不過，就景
氣面而言，數據終現一絲曙光，ZEW、Ifo等指標已反轉向上，也呼應了歐洲央行委員Villeroy周三所言：「歐元區經濟放
緩，但並非衰退，並將之歸咎於貿易緊張和對中國經濟成長的擔憂，ECB希望經濟形勢能夠在2019年改善，但如果情況惡
化，仍有應對的必要工具。」惟總體面的改善需要時間，歐洲即便景氣能有機會緩慢復甦，ECB的政策仍相對捉襟見肘。
< 利率>銀行分級存款制度消息，進一步壓低德債利率
上述路透社傳出的銀行分級存款制度，可望抵消部分負利率的負作用，故一度提升德債十年期利率，惟Draghi發表談話，
表示歐元區面臨的風險在於外部需求恐持續惡化，進而對內需造成影響；為此，ECB 已做好準備，必要時將再度延遲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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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並考慮對銀行推出緩解措施，話一出，貨幣市場隨即反應，大幅降低了明年歐元區的升息預期，又脫歐替代方案無法
形成共識，十年德債跌逾7個基點至-0.094%的低點，三十年期德債利率也來到2016年來最低。短期間不論是避險資金或
者景氣疑慮買盤都壓低了債市的利率，因此處於低位的時間或比預期長，惟本行尚未預期歐元區景氣將馬上進入衰退階
段，待後續數據釐清景氣陰霾，或見利率有止跌契機。

投資策略
<英國>歹戲拖棚的脫歐大戲仍陷僵局
英國國會議員週一(3/25)表決通過從政府手中奪走週三(3/27)的議事權，並於昨深夜(3/27)針對其他脫歐選項進行無法律拘
束力(non-binding)的指示性投票(indicative vote)。
最新發展結果：1.指示性投票結果顯示沒有一個脫歐選項能獲得國會多數支持。2. 梅伊在與保守黨議員們的會議中宣布如
果議員們支持她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並通過，她將比原本預計的時間更早辭職。此舉可能令部分保守黨議員轉向支持她
的協議，但北愛民主聯盟黨(DUP)已經宣稱將反對梅伊脫歐協議。3. 議長貝爾考昨日再次重申，先前要求協議必須有本質
上的改變才能再度進入國會進行表決的立場，梅伊能否順利在本週四(3/28)或週五(3/29)針對其脫歐協議提出第3次表決甚
至通過變數仍大。
觀察保守黨自身席次並未過半，需仰賴DUP才有微弱過半優勢，儘管梅伊打出辭職這張牌可能使得部分保守黨疑歐派議員
願意支持她的協議，但仍無法保證整個保守黨能團結一致支持她的協議，遑論DUP已表態反對。若梅伊協議未能順利在本
週過關，脫歐期限可能會先延長至4/12。隨著國會仍無法針對脫歐方向取得共識，脫歐事件陷入延長戰線僵局狀態未有改
變，不確定性的延續恐對歐英股市持續產生擾動。
<能源>預估2Q19布蘭特原油區間在62~70美元/桶，留意MSCI能源指數波動加大風險
因美國公債殖利率持續下跌，殖利率曲線倒掛，投資人擔憂經濟成長前景，昨日(3/27) 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全數
下跌，其中受美國原油庫存上升超出市場預期，布蘭特油價下跌 0.2%，於歐美時段收67.2美元/桶，西德州原油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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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收59.4美元/桶，拖累能源類股下跌0.8%，表現最差，而工業類股跌幅最低，表現相對抗跌。受沙國加大減產力道、
委內瑞拉受制裁及停電影響，石油出口減少，3月份原油呈現供給缺口，2Q19因Non-OPEC(非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增產，加
上需求上升幅度放緩，雖美原油鑽井數下降，將延緩2Q19美油增產速度，但仍呈現小幅供給過剩。五月份美國對進口伊朗
原油國豁免到期，因伊朗原油出口量已降至100~110萬桶/日，預期再降空間有限，且預期六月OPEC+將針對川普油價政
策及3Q19原油需求上升而縮小下半年減產力道，為油價上檔壓力，預計2Q19布蘭特原油區間在62~70美元/桶。在MSCI
能源指數方面，因去年基期較高，市場對2Q19 MSCI能源指數每股盈餘年成長率預估為小幅負成長，然若美國加大制裁伊
朗原油，推動油價上漲，能源股每股盈餘預估可望上調，能源股偏正向看待，但因後續變數多，留意波動加大風險。
<信用>零售業逆風仍存美企業債避開低信評高收債降低違約風險，且仍以新興主權債較有表現空間
昨日成熟市場債市美企業債指數利差皆與前日持平，其中美投資級債受惠存續期間較長表現較佳。美國零售業受快速時
尚、店面通路銷售量下滑及網路銷售導致價格透明度提高等影響，J Crew獲利大幅走弱，導致淨財務槓桿從7.1倍驟升至
12.6倍，標普將其信評由CCC+調降至CCC並維持負面展望。考量短期內J Crew面對產業逆風，提高營收動能難度仍存，並
預期未來進行重組可能性將提高，美企業債投資仍以投資級搭配較高信評高收債降低違約風險。
新興市場債市以主要貨幣投資級債指數利差亦較前日持平，然而香港貿易及物流業巨頭利豐(Li & Fung)受零售業去化庫
存，及促銷活動而削弱其獲利動能，加上店面關門及客戶破產壓力，造成未來淨財務槓桿恐惡化並朝2倍以上發展，標普將
其信評由BBB+調降至BBB並維持展望穩定，然而考量利豐供應鏈具領導地位，且倘若計畫將其物流業務進行股票IPO，將
有助於降低財務槓桿，但面對零售業困境，利豐的營收動能仍需時間改善。考量新興國家貨幣政策仍維持中性偏鴿，且企
業獲利短期內難大幅走升，仍以新興體質較佳主權債指數較有表現空間。
<匯市>紐西蘭央行態度轉向鴿派，紐幣下挫
紐西蘭央行維持利率在1.75%不變，符合市場預期，惟這次央行態度明顯偏鴿派認為在就業接近可持續的最高水平，核心通
膨仍然低於 2% 的目標值下，這需有持續的支持性貨幣政策，維穩景氣走向趨緩的風險。因此，有鑑於外部經濟風險與內部
景氣動能不足下，五月中旬的利率會議宣布降息的機率大增。先前紐幣相對於其他原物料貨幣較為強勢，壓抑了通膨的形
成，在利率公布之後，市場降息的預期陡然而升，紐幣也反映央行鴿派態度下跌了100個基點，在利差預期的變化下，短線
留意相關商品貨幣是否出現走勢連動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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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3/27收盤。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3/27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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