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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與利率市場展望  

<總經暨利率>香港條例通過為貿易談判再增變數，避險資金回流公債市場 

昨(11/19)日美國參議院通過香港條例，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如果香港繼續以暴力對待示威者將很難達成貿易協議，另一

方面川普則表態若本次無法達成協議將提高中國關稅，本波美債長率及股市大幅上揚面臨反轉的壓力，10年期利率回到兩

周低點。排除政治雜訊，美國總體經濟數據轉佳，昨日公布10月新屋開工及營建許可均優於市場預期，營建許可攀升至12

年新高，一年以來利率大幅下降激勵房市活動轉趨活絡。展望後續，近期央行官員繼續釋出中性利率政策訊號，意味12月

降息可能性大幅降低，目前CME FedWatch 12月12日利率期貨隱含降息機率為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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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美中第一階段協議逼近臨界點，留意川普何時對香港事件表態 

昨日(11/19)新亞指數上漲0.6%，表現優於整體新興市場與成熟市場，主因港陸股強勢反彈及科技股的助攻。昨日有兩件

重要訊息與亞股未來3個月的走勢息息相關，1. 美國無意外的再將華為禁令延展90天，2. 繼10月美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昨日參議院也通過參議院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首先是華為的部分，華為禁令再度延展90天最

直接影響今年已經上漲超過3成的亞洲科技股，原先的1Q科技零組件淡季有機會淡季不淡，讓科技股股價有續航的動能，

不過延展並非華為事件發展的最佳情境，因此也不能過度樂觀。至於香港方面，雖然香港警方在過去幾日大規模進入香港

大學校園進行逮捕行動，但港股卻在季線強勢反彈連漲兩天，本行認為主要有兩點原因，1. 輿論不全然支持學生霸佔學

校，增加香港警方的執法合理性，2. 川普自第13輪美中高階談判後，對於香港議題保持緘默，降低事態擴大的危機。然而

必須要留意的是，昨日美國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同是強化川普手上握有的談判籌碼，一旦美方確認第一

階段協議告吹或與預期不符，川普極有可能順勢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來反制中方，到時目前樂觀市場情緒勢必受

到影響。由近一週川普連番對外放話沒有協議就提高關稅的動作觀察，美中第一階段協議似乎已接近臨界點，這對10月中

旬以來急漲的亞股增添些許不確定性。本行提醒雖然現階段達成協議的機率仍高，但仍不能排除破局的風險。 

<能源>隨美中貿易協議前景不明及市場等待12月初OPEC+會議結論，油價及能源類股短線仍將持續區間震盪 

受美中貿易協議談判進展不順及美國零售商財報不如預期，市場擔憂經濟放緩及美國消費者支出能力，昨日(11/19)MSCI

(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跌多於漲，因公布美油庫存高於預期，且傳出俄羅斯恐不願同意進一步深化減產，布蘭特油價下

跌2.3%，歐美時段暫收61美元/桶，拖累能源類股下跌1.04%，跌幅最重，整體盤勢以健護、地產類股漲勢較為突出。因

非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持續增產，預估4Q19~1H20全球原油市場呈現供給過剩，本行預期OPEC+僅延長減產協議至

2020年6月底，並維持目前產出規模，不深化減產，因市場已開始反應預期，預估1Q20油價持中性看法。受市場擔憂原油

需求放緩，能源類股股價淨值比已回到五年均值低位區，4Q19受天然氣產量增加，預期4Q19能源類股獲利呈現盈餘季

比、年比正成長，能源類股再跌空間有限，然擔憂1H20供給過剩，仍將造成上檔壓力。短線隨美中貿易協議前景不明及

市場靜待12月初OPEC會議結論，油價及能源類股仍將持續區間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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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中國保險新規有助大型保險企業債，德國保險巨頭安聯前進中國提供下方支撐 

中國銀保監會公布健康保險管理辦法並於今年12月起實施，將醫療意外險納入健康保險、允許長期健康險費率上調至20%

以鼓勵保險公司加強保險產品內健康服務等，觀察(1)此舉鼓勵中國當地保險業開發重大疾病險以外的銷售險種，(2)中國當

地P2P、信託及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大幅下滑有利於當地年金險銷售，(3)該保險新規禁止保險不當銷售，例如保險公司禁

止向已有保險者再銷售類似險種。監管趨嚴讓中小型保險公司面臨壓力並減輕行業競爭，預期對大型保險公司財務體質及

企業債走勢具正面影響。 

由於中國與德國兩國互相開放銀行及保險市場，德國最大保險公司安聯(Allianz)將於中國設立外資保險公司。觀察(1)安聯

壽險淨利來源主要來自歐元區，而亞洲區雖僅佔總淨利0.5%但新業務成長速度達20%，(2)根據歐盟保險監理制度，安聯因

市場利率下行導致清償資本要求(SCR)上升12%，第3季Solvency II ratio(自有資本/清償資本要求)較前季減少11%仍達到

202%穩健水準，相較其他同業仍居前段班，此外，隨成熟市場公債利率回升有助於安聯Solvency II ratio改善。考量安聯

資本體質仍屬穩健，進入中國市場將進一步擴大於亞洲當地保險業務收入提供企業債下方支撐。 

<匯市>外匯走勢變化不大，今日關注聯準會會議記錄 

昨(19)日市場變化有限，歐美股市在高點附近震盪未能向上突破，美元小幅走升惟幅度不大，日圓在經歷11月初的修正過後

近日有所回升，本行維持日圓價格修正後吸引力浮現的看法。人民幣升破7.0關卡後近日開始回貶，離岸人民幣有較在岸價

格較大的震盪。 

市場的兩大關注焦點維持在聯準會後續的政策取向，以及美中貿易談判結果，美國總統川普和聯準會主席會談，川普維持

一貫的希望聯準會更寬鬆的論調，不過一般認為聯準會在今年三次降息並擴表後，將暫時進入觀望模式，今日須關注聯會

會會議記錄所釋放的訊息。美中貿易方面，雖美國再度延長美國企業和中國企業華為往來的寬限期，但也傳出川普並不樂

意撤回現有的關稅。另美國眾議院已就川普彈劾案進行第四次公聽會，在參議院被共和黨掌控下，川普被彈劾下台的機率

低，外匯市場走勢近期對本案沒有太大反應。外匯波動有限下，較有利具息收優勢的貨幣。 

CTBC Bank Co., Ltd. (incorporated in Taiwan with limited liability)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台灣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Market Daily 
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1/19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1/19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1/15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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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are produced by CTBC Private Banking of CTBC Bank Co., Ltd. 

(Singapore Branch,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Bank”) obtained from diverse sources and are only intended for its 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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