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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4月澳製造業景氣下滑，服務業景氣稍見改善 

最新4月澳洲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較前月下滑至50.9%，創2018年7月以來最大下滑幅度，細究分項，低迷產出與疲弱訂

單分項是拖累主因，同時廠商也反應成本上升但因需求不振未能調整售價擠壓獲利。反觀服務業近期卻傳出佳音，4月服務

業PMI擺脫連3個月下滑逆轉向上至50.1%，重返景氣榮枯分水嶺，不排除信貸緊縮情勢轉趨放寬，對地產相關景氣有所助

益，近期相關數據漸現穩定跡象。 

<利率>物價水準符合澳央降息情境假設，第二季降息機率大增 

4月澳洲央行會議紀錄指出若通膨不再有上升動能且失業率逐步走高，則不排除降息可能。近期澳公佈第一季消費者物價增

速僅年增1.3%，回至2016年年初低點，連續18個季度低於央行預估目標2%~3%。但另一個制約降息條件是現階段觀察澳

洲就業市場仍表現穩健，3月新增2.57萬個職缺且主要由全職就業帶動。基於物價與就業數據條件評估，本行原預估七月降

息時間不排除提前至2Q19，隨後央行將觀察降息效益，保留3Q19降息可能，預計最快5月最慢6月澳央將調降利率一碼至

1.25%，3Q19利率預估再下調1碼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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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2Q19俄羅斯股市回落的可能性正在升溫 

昨夜(5/2)俄羅斯指數下跌0.83%，自本波4/23的高點已下跌3.1%，主要反映油價下挫，包含能源&金融兩大權值類股都出

現賣壓。 

雖然美國正式宣布結束伊朗制裁的豁免政策後，油價一度大漲，但隨後便出現回落走勢。正如同本行在4/24「俄股此波上

漲最後的狂歡來了嗎?」一文所分析，市場似乎開始考慮OPEC+未能延續減產的可能性。除了各方覬覦伊朗留下的產出缺

口外，對俄羅斯而言，減產並未有效提升俄羅斯油企的獲利預期，故最新4月數據顯示，儘管俄羅斯持續減產至每日1123

萬桶，但始終未達1118萬桶的目標。而對俄羅斯股市來說油價就像是兩面刃，一旦油價反轉恐對俄股市產生負面影響。 

此外，本週聯準會主席鮑威爾的言論打壓降息預期也可能成為這波上漲的關鍵轉折點，今年以來資金青睞新興市場一部分

原因便是歐美央行政策的快轉寬鬆所帶動，俄股本波上漲也有一部分受到該力量的推動。若更加寬鬆的預期開始消退，短

線俄股持續攀升的動能也可能減弱。 

另一方面則是制裁風險，美國國會對於司法部長William Barr在通俄們調查結論的爭議持續發酵。Barr本週雖出席參議院

聽證會，但卻取消出席眾議院聽證會，雙方衝突加劇也令市場提升美國對俄制裁的疑慮。此外，美俄在委內瑞拉的地緣政

治對立也可能令制裁風險升溫。考量制裁風險變化不易預估，一旦再現恐快速打壓指數，須留意若制裁在盧布季節性偏貶

的5~8月發酵，恐擴大資金外流壓力，不利俄羅斯RTS指數表現。綜合上述，本行對2Q19俄羅斯RTS美元指數仍維持負向

展望。 

<能源>對2Q19油價及能源類股維持正向看法，然留意波動因政策性變數而加大 

因美聯準會暗示不降息言論持續發酵，昨日(5/2) 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多數下跌，僅健護、地產分別上漲0.2%、

0.1%，表現較佳，受本週美油庫存增幅大幅超過市場預期，西德州原油下跌2.8%、布蘭特原油下跌2.3%，拖累能源類股

下跌1.3%，表現較差。因沙國做多油價意願仍強，且美持續制裁伊朗及委內瑞拉內亂影響，2Q19原油供給仍偏緊，預期

布蘭特油價仍有上漲空間，但西德州原油受美油增產及庫存影響，走勢仍將弱於布油。然須留意預期OPEC+(石油輸出國

家組織)將於5/19或六月底將決定下半年減產規模，本行基準情境假設3Q19停止減產可能性較高，布油受此影響屆時將有

回跌5~10美元的壓力，2Q19布油區間將在66~75美元/桶。能源類股受惠油價上漲，市場將調高對2Q19盈餘預估，短線

對2Q19布油及能源類股仍維持正向看法，然留意波動將因政策性變數、中東政經動盪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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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歐系銀行債以資本體質改善者表現穩健，菲律賓信評調升主權債獲孳息需求資金追逐 

檢視1Q19歐洲央行TLTRO(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挹注歐系銀行資金達7370億歐元，其中(1)歐央公布的資金挹注對象以義大

利占32%居首，其次為西班牙22.7%，可望維持南歐銀行低資金成本，加上負利率政策環境，銀行可能將所拿到資金回存歐

央進行套利行為，(2)TLTRO將減少歐系銀行對優先順位債券的發債需求，考量還本付息後，預期今年歐系銀行優先順位債

淨發債量可望下滑至負成長，(3)美國投資人投資歐系企業債具避險成本優勢，為近期推升金融債及資本工具債券指數表現

主因，考量歐系銀行1Q獲利年成長多呈下滑，加上負利率環境限縮淨利差獲利動能，預期仍以資本體質改善銀行所發行金

融債表現相對穩健。 

考量菲律賓經濟成長率維持在優於其他國家經濟動能水準的6％以上，政府財政赤字維穩且投資動能持續成長，標普將其信

評由BBB調升至BBB+，同時也將受國家支持的菲律賓電力資產負債管理公司(PSALM)及菲律賓發展銀行(DBP)信評上調至

與主權信評相同，考量(1)菲國政府有效控制財政赤字於3%，(2)政府淨債務占GDP不到3成比其他國家相對較低，(3)持續增

加的外匯儲備達830億美元，外債保障比率約為5.2倍，預期菲國主權及類主權債指數可望提供尋息投資人投資誘因。 

<匯市>亞盤假期波動不大，南非大選前情緒謹慎 

本週恰逢勞動節假期與日本新皇登基的超長黃金周，中日股債皆不開盤，亞洲時間美債交易也將停擺，日間波動較小。近

期新興市場貨幣貶值主要反映美元對先前過於鴿派解讀聯準會態度的修正。中國的採購經理人數據雖弱於預期，但依舊處

於連續擴張區間，印證本行先前對於景氣打底的判斷，有逐漸轉佳跡象，離岸人民幣目前缺乏貶破6.76的動力。南非大選

將在5月8日進行，非國大黨在最新的民調中徘徊在50%多數票的邊緣，令投資者擔憂其是否有可能無法獲得簡單絕對多數

議席。南非幣目前也較其他新興市場貨幣表現更差。如果非國大黨失去簡單多數席位，一些改革措施可能將受到更多阻

礙，南非幣短線可能受壓，但兩大反對黨政見相左，組成聯盟挑戰非國大黨的機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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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5/2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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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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damage or los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in this document.  The Bank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in 

any way in respect of any such information and/or materials herei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 Bank reserves ALL rights to 

change the contents of this document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and liability whatsoe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