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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美製造業受事件面因素干擾，強勁就業顯示內需市場穩健  

美4月ISM製造業指數較前月55.3滑落至52.8，低於市場預估，10個分項指標中7個出現下降，其中客戶存貨分項指標維持

在極低的水準，進口及新出口訂單意外降至50以下的衰退區間，惟整體數值仍在景氣榮枯分水嶺50之上，美製造業活動維

持第32個月在擴張區間，但擴張幅度有所放緩，從分項指標可見進出口貿易相關數字大幅惡化，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談

判令貿易商及製造商轉趨觀望。除美中貿易戰影響，墨西哥牆也仍有擾亂北美供應鏈的隱憂，電腦及電子產品商在調查報

告中表示，美墨邊境檢查轉趨嚴謹影響零件供應，同時對中國的關稅造成電腦零件價格上升，企業主越來越關注美國南部

邊境的供應鏈物流問題，以及中國供應鏈因關稅而出現外移的情況大幅增加。就業方面，美4月ADP就業人數增加27.5萬

人，創2018年7月以來最多，服務業和中型企業就業增長尤其顯著，3月份數據也從18個月疲軟水平上修，目前彭博社統計

經濟學家對周五(5/3)新增非農預估為19萬人(前次新增19.6萬人)，總體看來美勞動力市場依然穩固，對消費動能帶來支

撐。 

<利率>聯準會會議壓低美降息臆測，美十年公債利率低點反彈  

今 日 S p o t l i g h t  

科技1Q19獲利亮眼，2Q19軟硬體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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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Q19

獲利

2Q19

展望
說明

TI(德州儀器) 優 負向 半導體產業走緩的情勢還要延續

INTEL(英特爾) 優 負向 下修2Q19與全年財測

MICROSOFT(微軟) 優 正向 雲端業務發展亮眼

APPLE(蘋果) 優 正向 2Q19展望佳，產品結構轉換順暢
註：優(獲利優於市場預期)

資料來源︰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整理，2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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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中美談判接近收尾，須提防意外性消息造成的波動風險 

昨(5/1)日勞動節亞洲股市普遍休市，但中美貿易代表仍在進行新一輪的談判。根據中美雙方說法，談判已接近收尾階段，

最快可能在未來兩週有結果。也就是說若5月底前能順利達成共識，原先市場預期6月底G20峰會上中美簽屬正式協議就有

可能執行。只不過，隨著中美談判持續進行了5個月的時間，市場反映由樂觀轉向鈍化，而昨日白宮幕僚長穆瓦尼的談話

又增添了一些不確定性。他表示，美中貿易談判不會無止盡的進行下去，若協議不夠好，美國就準備放棄談判。此論調雖

然先前川普及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也重申過，但當時由於談判才開始進行，時間不如現在來的緊迫，且經過了幾個

月，股市的價位也高了許多。本行雖然仍對中美雙方達成共識看法正向，但協議是否能如期待取消部分現有關稅，或不以

關稅威脅懲罰中國再次補貼或侵犯智慧財產權，這仍有一些變數存在。在接下來達成最終協議前的兩週，須提防意外性消

息造成的波動風險。 

<科技> 蘋果財報未帶來春燕，適度修正更有助於旺季走勢 

昨日(4/29)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漲跌互見，美債殖利率走高推升金融股上漲0.7%，高股利的地產(-

0.7%)與公用事業(-0.5%)相對走弱。成長型產業目前來到高點出現上檔壓力，近期權值企業皆對2Q19展望透露擔憂，製造

業與硬體相關展望較偏保守，製造業大廠3M(明尼蘇達礦業與製造)獲利不如市場預期，並調降2019年度財測，且宣布將

進行裁員；重型工業造商Caterpillar(卡特彼勒)表示中國市場激烈的價格競爭將影響公司獲利，汽車品牌廠Ford(福特)提及

外部環境的擔憂仍在攀升。軟體服務表現相對穩健，Microsoft(微軟)的雲端業務發展亮眼，電子商務大廠Amazon(亞馬

遜)則是強調獲利依舊成長，但將持續放緩的隱憂，顯示外部環境的風險與產品結構的轉換，2019年將同樣圍繞整個成長

型產業。本周將公布Apple(蘋果)財報，市場也將焦點從硬體銷售轉到軟體收益，硬體產品的下行趨勢也將削減下半年傳統

旺季的動能，同時指數走高來到評價相對高點，短期適度收斂的機率持續攀升，本行提醒留意短線可能的震盪，但時序上

產業將逐漸回歸傳統旺季，倘若短線出現震盪日後也有題材可供反彈，本行對2Q19成長型產業中性偏正向看待。 

投 資 策 略  

美聯準會會議維持聯邦資金利率在2.25%~2.5%的區間，調降超額存款準備金(IOER)利率2.40%至2.35%，技術性的調整符

合市場預期，會後聲明對景氣描述稍微轉趨樂觀，低迷通膨比預期時間更久，壓低通膨包括投資組合管理、服裝價格和機

票價格，不再僅歸咎能源價格的下跌，但預計強勁的就業市場將引領薪資上漲壓力，最終仍將帶領通膨率走向2%的目標。

美聯準會主席Powell談話壓低市場對降息臆測，美十年公債利率出現低點反彈至2.511%，預計美十年公債殖利率低檔空間

有限維持緩步攀升格局，本行預期目前10年期公債殖利率2Q-3Q19為2.7%，年底預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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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孳息吸引力及高流動性有助美企業債表現，墨西哥以主權債較有表現空間 

美企業債年至今指數表現除了反應產業動能強弱外，檢視(1)美國第一季企業獲利與5年均值比較，大型企業優於預期比例明

顯高於小型企業，且美大小型股過去52週盈餘殖利率分別為5.94％及4.63%，而美投資級債與高收債指數殖利率分別為

3.66%及6.08%，提供美高收債指數相對吸引力，(2)找出美高收債發債量超過500萬以上且距發行日低於5年內債券，產業

多為非循環性消費、通訊服務及科技，這些高收債因具有低交易成本及高流動性優勢，其表現相對優於整體指數。(3)美高

收債10年與2年期指數利差有擴大跡象，其中信評B級長短期利差相較於整體指數利差仍有50點以上差距，提供短期孳息投

資誘因。預期美企業債指數以息收吸引力高且流動性較佳者走勢相對穩健。 

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揭露今年第一季財報，其中(1)1Q19虧損357億墨西哥披索(約1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由正轉負年

減132%，但透過結構性改革及燃油竊盜損失減少79%，已較前季虧損1537億披索顯著改善，此外，1Q19稅前息前折舊前

淨利季增13%且毛利率由前季25%回升至32.5%，(2)PEMEX第一季原油日產量為166萬桶，但其表示2019年產能目標將達

每日172.5萬桶，(3)淨債務較去年底減少0.9%，目標今年淨債務維持零增長，(4)政府計畫3年內花費80億美元建造新煉油

廠不利短期償債能力，考量墨西哥經濟成長動能及企業獲利改善幅度有限，預期以主權債較有表現空間。 

<匯市>美國聯準會強調目前沒有看到升息或降息的可能性，美元高檔震盪格局不變  

美元指數在上週向上突破98大關後緩步回落，昨(1)日公布的4月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由前月

的55.3下滑至52.8，低於市場預期的55，且為2016年10月以來最低的數值，其後美國聯準會公布決議結果，維持政策利率

不變，下調超額準備金利率5個基點，美元指數維持回落態勢，最低來到97.1，惟在會後記者會上，聯準會主席Powell強調

目前沒有看到升息或降息的可能性，對市場目前過於鴿派的預期進行些許校正(利率期貨顯示市場預期今年將有降息的可

能)，Powell並指出目前通膨偏低只是暫時性的現象，美元在Powell的談話後又轉為回升。整體而言，雖美元價位上已有所

突破，但本行預期聯準會未再次進入升息模式前，美元上檔空間將仍受限，但非美成熟國家的經濟表現尚未出現明顯回

溫，又帶給美元下方支撐，美元高檔震盪的格局暫不易改變。 

今年年初加拿大GDP(國內生產毛額)超預期增長，間接為加拿大央行有關「近期經濟波動只是短暫現象」的觀點提供了支

撐。但即使今年餘下時間加拿大經濟維持增長，大概率也不會強勢到推動央行決定加息的地步。而本月加拿大央行將預期

2019年的實際GDP增速從之前的1.7%下修到1.2%，同時下修了對中性利率區間的預測，並放棄了「溫和的加息傾向」，與

今年以來的會議聲明大不相同，偏向鴿派，不過美國制裁伊朗也推高了油價，有利於加拿大的經濟，預計美元兌加幣將在

目前1.34附近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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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5/1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4/26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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