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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美國就業數據強勁，歐洲投資信心亦見好轉，中國則祭出降準穩定因應潛在風險 

上週五的重磅經濟數據─美國4月非農新增就業人數大幅超出預期，使得2月以來的頹勢被扭轉，年至今每月的平均新增人

數從18.6萬人上升至20.5萬人，且幾乎所有受訪的產業都呈現新增受聘人數的佳績，加上失業率創下近50年新低(3.6%)，

顯示勞動市場仍強勁。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在於平均薪資漲幅溫和，月增率僅0.2%，不過聯準會主席對價格相關的通膨指標

仍有較樂觀的預期，通膨的走降是暫時因素，未來的走勢會更為強勁，本行研判下行的物價在今年年中將繼續受到基期因

素影響，進入3Q19底則會反轉回溫，整體美國總體經濟方面已逐漸擺脫1~2月低迷的氛圍漸入佳境。歐洲總經在周一也捎

來好消息，5月Sentix投資人信心指數連續第三個月上揚來到5.3，較前一個月的0.3大幅好轉，且更為重要的預期分項指數

自-4.25更進一步彈升到-0.3，顯示歐洲景氣可望逐步走出泥沼。中國人民銀行昨(6)日宣佈15日起，針對對中小銀行實行較

低8%的存款準備金率，估計釋放長期資金約2800億人民幣，本行認為考量美中貿易談判生變，一方面顧忌豬價上漲推升物

價走勢，官方採取定向式降準策略應對景氣潛在風險。若貿易談判未能順利進而增添景氣風險，不排除接下來仍有定向式

降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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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川普威脅提升中國進口商品關稅震動全球市場，維持對後續歐股指數先下後上的看法  

昨夜(5/6)歐股STOXX50指數收盤下挫0.84%，主要反映川普宣布5/10將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由10%提升至

25%，令市場對原本樂觀看待的美中貿易協議能否順利達成產生疑慮，帶動歐洲股市跟隨亞洲股市下挫。 

幾乎所有產業皆出現回落現象，對貿易消息敏感的類股為主要重災區，包含非核、原物料、科技、工業等。原本市場預期

隨著美中貿易逐步達成協議，加上中國貨幣&財政政策可望逐步對需求面產生正面提振。然若美中貿易戰升級，對於需求

的負面影響恐將拖長，當然不利於貿易敏感的相關類股，故不難想像這些類股昨夜對指數的拖累。 

觀察歐股此波上漲，除了受到美歐央行快轉寬鬆的激勵外，美中貿易談判持續傳出好消息也是提振今年歐洲股市表現的催

化劑。短線市場仍將聚焦在美中談判的變化，若未能達成協議或更加惡化，歐洲股市短線可能再度受到市場情緒拖累而有

調整空間。然若中國選擇讓步而達成協議，則有助股市收復短線下跌的幅度。回到基本面，從PMI(採購經理人)到IFO數據

仍顯示歐洲景氣似乎還沒結束尋底的過程，1Q19財報則是已公布約一半，目前為止的獲利成長雖高於市場偏低的預期，

但股價反應卻顯著較上季疲弱。加上市場降息預期也受到鮑威爾聲明的壓抑，研判隨著企業獲利與景氣仍在尋底的過程

中，今年以來已大幅反彈的本益比進行適度修正對於形成歐股投資機會是有幫助的。加上英國脫歐、美歐與美中貿易談判

之不確定性也會不時的拉高市場波動度。然若未來事件面能出現正面發展，搭配基本面獲利與景氣落底回溫，屆時評價面

有所修正與資金面未見擁擠流入的歐股指數，便有機會吸引資金回流而創造後續回升空間，本行維持對後續歐股指數先下

後上的看法。 

<成長型>貿易制裁核心仍集中在成長型產業，短線震盪風險加大 

投 資 策 略  

<利率>歐美債券利率受避險影響而走低 

美國總統Trump的Twitter發言引起市場震盪，使得昨(5/6)日歐美主要國家的利率走勢均呈現下滑，盤中德債十年期殖利率

觸及-0.008%，自4月30日以來首次轉為負值，尾盤則是回升至0.006%。美國十年期公債利率收盤下滑3個基點，來到

2.4998%，相較之下，美債利率的跌幅相形緩和，主要是投資人於重要的通膨數據公布前保持謹慎，且本周的公債標售緊

接來到(星期二、三、四)，預留水位等待進場。整體而言，於風險趨避的心態下，債券利率仍將受壓抑，直至中美貿易的

談判有進一步發展或情勢確認後，方有機會重新回到上升軌道。 



Market Daily 
昨日(5/6)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回落，僅健護小漲0.3%，原物料下跌1.1%相對疲弱。以四型產業來看

成長型產業仍是跌幅顯著的族群，除了先前漲勢強勁外，也是中美貿易戰制裁品項的震央，尤其本次川普提高關稅的原

因，市場傳聞是中國欲重新協商是否停止中國強制技術轉讓，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改善等協議內容，相關核心如半導體

族群即下跌1.6%。本行提醒短線成長型產業有修正風險，包含因子如下: 1).財報季過將進入空窗期，且企業對2Q19展望普

遍保守、2).基本面訂單需求仍在打底階段，尚未顯著回升、3).評價面來到相對高點且外部風險升高，獲利了結效應也將順

勢加碼。然以長線來看成長型產業獲利仍相對穩健，2019下半年旺季軌道仍存，除非貿易戰擴大至高科技保護以及汽車關

稅，則股價適度修正後尚有反彈動能，但要再大幅創高的幅度有限，現階段仍建議中性偏正向看待。 

<信用>美高收債投資應留意高槓桿產業之曝險；中國債市以國債與類主權債較能受惠寬鬆政策 

美國企業債務處於高位，聯準會金融穩定報告中再度對高風險企業債務危險性提出預警，上市非金融企業債務/資產比接近

20年來高點，2018年全年槓桿貸款及企業債務成長20%，負債最高的企業新增貸款在總債務中的占比更是超過2014年及

2007年之高點，然而貸款文件中的保護條款卻逐漸弱化，且這類槓桿貸款通常被包在CLO(抵押貸款債務)中，次級市場流動

性不佳的問題更為投資人增添風險。截至四月底止，美國高收債違約率雖小幅上升至1.3%，但仍接近歷史低位，且美國經

濟預期將維持溫和成長態勢；另一方面，目前抵押貸款市場約1.2兆美元，遠低於2008年引發金融風暴之房貸規模，應不致

於造成系統性風險，然在高收益債發行人中，像汽車、零售、能源及健康醫療這些槓桿率持續上升或維持高位的產業，仍

為現階段應留意之處。 

中國人行無預警定向降準意在增加民營及小微企業流動性，卻未能緩解市場不確定氣氛，中美貿易衝突升溫之擔憂使得中

國企業債市利差小幅拉擴，境外人民幣債則無太大變化。今年人民幣債指數利差收斂13個基點，但主要集中於高信評等級

債，較低評級債券利差仍維持在過去1年之高點，顯示違約風險高漲及流動性未能有效傳導仍壓抑低評級債市表現，而4月

債券通雖顯示海外投資人淨買入356億中國債，亦以國債為多。雖然降準及避險買盤有助於10年期國債利率自5個月高檔拉

回，但觀察2018年上半年中美貿易戰升溫期間，人民幣債指數利差最大拉擴45個基點，雖然目前並不預期會重演去年金融

市場重挫的情境，但建議中國債市投資仍應以國債及類主權債為主。 

<匯市>川普投下關稅震撼彈，人民幣走貶  

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表示由於美中貿易談判緩慢，將於5/10對中國2000億美元的商品課徵25%的關稅，且宣稱其他商品也

可能會加徵關稅，由於今年以來媒體多指出雙方已接近達成協議，因此川普的動作不啻為金融市場投下一顆震撼彈。去年

中美貿易戰延燒時已造成中國股匯市的重挫，其他國家的金融資產也多受波及，本次的意外消息同樣造成中國的股匯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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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離岸人民幣在消息後快速走貶逾1%，其後則稍有回穩。全球股市在此消息下也多受衝擊，不過匯市整體波動相對不

大，美元指數、歐元等貨幣沒有出現太明顯的漲跌，日圓因股市的避險情緒而跳升，澳幣則因和中國景氣的連動性而走

貶。綜合而言，本行原先預估，經濟數據和利率具有相對優勢的美元和人民幣將有較好表現，但中美貿易戰的消息將對人

民幣帶來額外的衝擊。考慮到中美貿易談判過程中，人民幣的走向也是美方一直提到的焦點，中國官方或將出手減緩人民

幣的波動和貶勢，以免落人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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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5/6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5/6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5/3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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