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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3月中美採購經理人指數露曙光，亞洲景氣轉佳 

昨(1)日全球公布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數據市場以利多解讀，3月ISM(供應管理協會)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優於預期，新訂單

由去年底51.3大幅反彈至目前57.4，然而貿易相關數據則續走疲，廠商等待中美貿易談判結果。分項顯示，就業及產出價

格均大幅上揚，同時客戶庫存創8年半新低後有所反彈，供應商交貨指數則創21個月新低，運輸業人力吃緊的問題仍未改

善，然而在訂單及生產指標仍維持在高擴張環境中，靜待政治風險改善進出口活動，屆時企業回補庫存循環將提供美國景

氣成長動能。在中國方面，財新製造業PMI(採購經理人指數)轉佳，指數由前次49.9衰退反彈至50.8，多數分項均現好轉，

穩增長政策疊加貿易紛爭緩解引領企業信心顯著改善，中國製造業景氣呈現築底的跡象。除了中國數據好轉外，東南亞製

造業PMI亦有所轉佳，指數由49.6上升至50.3，統計7個國家數值中有5個製造業生產活動增長且認為12個月後展望樂觀。3

月製造業活動有所轉佳，儘管就絕對數值來看1Q19仍為近幾季以來最差的表現，但展望後續，全球央行貨幣政策轉趨寬鬆

可望為放緩的經濟活動提供支撐，進入2Q19大環境將維持低通膨的溫和成長階段，經濟數據可望逐季轉佳。 

除了全球製造業數據的公布外，昨日美國公布2月份零售銷售數據，政府關門造成數據延遲公布的影響正式落幕，2月零售

銷售不含汽車汽油月比衰退-0.6%，較去年同期成長由3.2%降至2%，暴風雪氣候因素為2月數據不佳的主要原因。13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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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市場價格反映景氣最壞的狀況已過，但指數一一逼近技術壓力，留意震盪風險 

昨日亞洲股市上漲強勁，其中有四大指數分別創下歷史新高及今年新高，印度Sensex創歷史新高，中國上證、香港恆生及

台灣加權創今年新高。推升昨日股市大漲主因是中國製造業PMI重新回到擴張，市場認為景氣最壞狀況已過，以及中美官

方對週末進行的中美貿易談判表達進展順利。值得留意的是，昨日公佈的諸多重要數據中，除了中國製造業PMI因季節性

因素及官方撒錢加持重回擴張區間，其餘製造業重要國家，如韓國進出口衰退8.2%(連四個月衰退)，台灣(連五個月緊縮)

及歐洲的製造業PMI(德國連三個月緊縮)仍低於50枯榮線，也就是說同步擴張尚未發生。由昨日類股強弱變化也可以發

現，市場對漲多的股票追價意願低(消費股+0.3%)，反倒是低基期的股票有被抄底跡象(金融+1.1%、原物料+1.1%)，顯見

市場雖然樂觀但並非完全無風險意識。本行雖維持原先對亞洲市場的樂觀看法，但當指數逼近技術壓力的上緣，須更加謹

慎留意風險的變化。 

<成長型產業> 短線留意財報季震盪風險，但2Q19不看淡 

昨日(4/1)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走揚，僅核心消費與公用事業小幅走弱，金融則因美債殖利率回穩加

上經濟數據表現佳，上漲2%相對強勁。成長型產業同樣表現亮眼，先前較為疲弱的半導體與汽車次產業皆上漲超過2%，

顯示市場轉趨正向氛圍，然須留意的是開始有企業釋出財報展望，雖然股價一路走揚市場氛圍樂觀，但基本面部分仍在轉

折階段，上週晶片廠Infineon(英飛凌)下調2019年財測(2月首次下調)，公司表示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持續增加，Intel(英

投 資 策 略  

要零售類別中有7個顯示下降，其中建築材料和園藝供應品店銷售下降4.4%，為2012年4月以來最大降幅。食品和飲料店

銷售下降1.2%，創十年來最大降幅。展望後續，2Q19美國即將進入耶穌受難日(4月19日)以及陣亡將士紀念日(5月27日)

消費旺季可望帶動零售業雇員動能，後續重點觀察4/5新增非農就業數據，目前市場預期新增人數由2萬人反彈至17.8萬

人。 

<利率>經濟數據振奮人心，美德債利率大幅反彈 

振奮人心的3月份中美製造業數據帶動股市大漲，美債創3個月以來最大跌幅(殖利率上揚)，市場避險情緒消退，同時近期

多數聯準會官員在3月21日利率會議過後公開發表的言論維持鴿派論調，3月份17名官員中有12位對利率展望發表言論均

傾向維持利率不變的看法。展望後續，公債與股市的相關性再度正常化，市場避險情緒隨總經數據好轉而有所改善，3個

月及10年公債倒掛(負斜率)的疑慮隨10年期公債利率大幅走揚而利差擴大至+12.3基點，預期短線市場充分反應採購經理

人後將聚焦周五非農就業的公布，本周觀望態勢將轉強，債市波動預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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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爾)也於上周進行大幅裁員，乃是自2016年以來最大的一次，雖然可以預期1Q19財報表現將不如以往，企業活動仍帶來

隱憂，目前產業正處於基本面疲弱僅靠外部利多支撐的背離走勢，後續須留意進入財報季後可能帶來震盪，惟在策略上，

本行認為產業將逐漸回歸傳統旺季，倘若出現因財報而震盪也有題材可供日後反彈，故對2Q19成長型產業給予正向展望。 

<信用>歐洲債市初級市場熱絡；國債及政策性銀行債為中國納入國際債券指數主要受惠者 

投資人風險偏好回溫帶動美歐高收債指數利差勁升逾10個基點。由於第一季歐高收債指數總報酬創2013年來最大漲幅，激

勵企業發債意願，本週歐洲發債規模預計達200億歐元，除了高評等的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西班牙Caixa銀行子公司

Criteria Caixa欲發售新券外，非投資等級發行人如法國機械租賃商Loxam及德國碳纖維材料供應商SGL Carbon已開始在市

場詢價，然SGL Carbon連續5季自由現金流量為負，儘管近期獲利有所改善，但2019~2020年資本支出可能大幅上升，該

公司無法有足夠現金流以自我融通的困境可能維持至少2年，市場關注度因此上升。所幸今年歐高收初級市場仍以BB等級債

券發行為主，在英國退歐及經濟成長動能放緩等疑慮下，高收債投資應靠攏信評較佳之發行人。 

昨日新興債市漲跌不一，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上漲0.22%較為強勁。自4/1起，約有360檔中國境內債將被納入彭博巴克萊

債券指數，然因考量流動性，納入時程將拉長至20個月，預估完全納入後，人民幣計價債券在巴克萊全球總合債券指數中

占比達6.03%，人民幣成為指數中第四大貨幣，可望吸引1200億美元資金進入中國債市。由於流入資金可能分散在未來近2

年的時間，加上中國債市規模達86兆人民幣，實際推動效力有限，且巴克萊主要納入中國公債及政策性銀行債券，對其他

債券類別難有直接提振效果，接下來可觀察FTSE Russell及JP Morgan這兩大債券指數能否於今年納入中國債市，若此，或

可對高評等債券帶來新一輪激勵效果。 

<匯市>美中製造業數據回溫，歐元區數據尚待觀察，新興貨幣穩定，歐元弱勢整理格局不變 

美國2月零售銷售下滑0.2%，不如市場預期，延續市場對第一季經濟較為疲弱的看法，不過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3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55.3較前月的54.2回升，也優於市場預期，帶動美元指數收復早盤的跌幅，目前維持在97上方震

盪。英國製造業PMI亦有優於市場預期的表現，3月製造業PMI意外自前月的52.1升至55.1，創逾一年來的新高，數據公布

後英鎊走強，不過其後又因政局紛亂而回吐部分升幅。自3/25英國國會從首相中奪取脫歐控制權後，3/27國會進行一系列

的「指示性投票」，對8種可能的脫歐發展進行投票，結果無一通過；昨(1)日英國國會再對4個選項進行投票，還是無一通

過，政治僵局難以突破，壓抑英鎊的動能。另外，中國3月製造業PMI回升至50的景氣榮枯線之上，幾個國家的數據利多消

息激勵金融市場情緒轉向樂觀，人民幣維持穩定，雖土耳其風險仍在，但整體新興市場貨幣表現不錯。不過歐元區數據尚

未見起色，使得歐元弱勢整理發展，而歐元佔美元指數權重達57%，使得美元指數高檔震盪的格局暫不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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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4/1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4/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 3/29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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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ed prospective investors are required to seek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observe all relevant restric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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