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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暨利率>貿易談判宣告失敗風險大增，長率下行 

11月第三周經濟數據相對清淡，債市繼續受中美貿易戰的風向左右，消息面指出本次協議宣告失敗的風險大增，美國10年

期公債長率利率再度下行至1.75%。聯準會10月會議記錄顯示，多數與會者認為經過10月降息後利率來到中性水準，同時

強調經濟前景面臨挑戰。穆迪信評機構公布2020年全球經濟展望，預期景氣脆弱，2020年經濟增速為2.6%，與2019持

平。展望後續，美國2020年經濟成長預計低於2019年之2.2%，但1Q20全球製造業進入反彈小循環，預計十年期美債殖

利率1Q20可能再次挑戰1.95%。 

今 日 S p o t l i g h t  

 市場上修美銀行股2020獲利預估  

 

重 點 提 示  

總經&利率 

 美中貿易談判宣告失敗風險大增，美國長率下行 

投資策略 

 巴西短線震盪修正，惟不看淡長線基本面題材 

 4Q19金融類股息收下行風險仍在，但2020年息收

壓力有望趨緩 

 德國戴姆勒面對汽車產業挑戰提出改造計畫，巴西

國家開發銀行出售持股增強資本適足性 

 澳洲央行會議紀要偏向鴿派，12月公布的GDP有機

會給澳幣更多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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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巴西短線震盪修正，惟不看淡長線基本面題材 

巴西IBOV指數昨日(11/20)下跌0.38%收105864點，巴西最大銀行Itau Unibanco及巴西最大電力公司Centrais Eletricas 

Brasilerias單日跌幅最大，拖累銀行股及公用事業股表現最差，巴西IBOV指數自11/7的52週高點下跌3.7%。智利全國大

規模動亂持續近一個月，衝擊近期拉美股匯債市表現，智利總統為平息動亂宣佈准備修憲，企圖平息這場政治風暴，可望

安撫準備撤出拉美市場的投資人，美元兌巴西里爾因南美洲政治升溫一度觸及４.2高點後有止跌回穩跡象，11/13-11/14

巴西金磚峰會上五國領導人宣示反對保護主義，巴西就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會議，中國亦針對巴西聖路易港進行投

資，符合巴西總統波索納洛欲開放國內經濟的路線，短線拉美股市將反應政策利多出盡及政治風險升溫而震盪整理，目前

巴西IBOV指數未來12個月預估本益比為14.6倍，位於過去五年平均本益比正一倍標準差的上緣水準，股價短線乃有修正

風險，惟巴西央行仍有降息空間，加上國內開放經濟，長線不看淡基本面題材。 

<金融 >4Q19息收下行風險仍在，但2020年息收壓力有望趨緩 

11/20(三)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跌多漲少，因美國EIA(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公布的美油庫存增幅低於

API(美國石油協會)公布數值，使布蘭特油價大漲2.66%，帶動能源類股反彈0.25%，表現最佳，反觀原物料因美中貿易初

階段協議破局可能性升溫，市場擔憂對原物料需求放緩，原物料指數下跌0.8%，跌幅最重、金融股次之。 

近期金融股於11月初來到今年高點，主要是美聯準會暫無進一步降息風向，美銀行業與外資分析也開始對2020年銀行業息

收獲利下行的看法從下行加劇轉為下行趨緩的預期，也上修了2020年每股盈餘的預估值。然，因市場近期多已反應此轉

變，故金融股指數近一年的評價面已進入不具吸引力的階段，又，今年聯準會的三次降息，讓市場對銀行業4Q19息收放

緩的預期趨勢仍在，可能成為明年1月中旬美國銀行股密集公佈4Q19財報前的修正壓力來源，而回檔空間由今年MSCI金

融指數歷次修正的軌跡來看，年線附近有望提供下檔支撐。 

<信用>德國戴姆勒面對汽車產業挑戰提出改造計畫，巴西國家開發銀行出售持股增強資本適足性 

德國汽車大廠戴姆勒(Daimler)為了迎接電動車時代的來臨並於2020年前符合二氧化碳排放標準提出改造計畫，計畫控制

資本支出以降低營運成本並裁員10%人力以省下13億歐元。觀察(1) Daimler今年支付35億歐元股利後淨流動性由年初131

億歐元下滑至96億歐元，3Q19自由現金流量則由負翻正至28億歐元，(2)中國汽車銷量疲軟及嚴格的排放法規標準，

Daimler 3Q19税前息前淨利約8%並下調今年淨利率至3%到5%，後續聚焦Daimler淨利成長及帳上流動性，若税前息前

投 資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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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利成長低於10%以下或現金流量持續為負數將產生信評調降風險。考量中美貿易戰出現曙光雖有助汽車大廠銷售及營收

回穩，然而面對電動車產業激烈競爭，車廠獲利短線難見大幅成長，以帳上具豐沛流動性的汽車債券表現相對穩健。 

巴西國家開發銀行(BNDES)計畫出售巴西肉品包裝商JBS股份總計50億里爾，觀察(1)BNDES第3季淨利為27億里爾，今年前

9月淨利較去年同期成長160%，但本業淨利息收入季減19%，(2)巴西股市走揚，BNDES今年前3季股票資本利得達89億里

爾，所持有1100億里爾股票投組計畫於3年內出清80%，(3)BNDES淨利推動資本增加且風險性資產減少，資本適足率較前

季走揚1.6%來到26%歷史新高且為巴西同業最高者，儘管資本適足強勁但淨利息收入下滑仍為隱憂，此外，BNDES債券價

格來到相對高位，預期該標的企業債券漲勢仍存但空間有限。 

 

<匯市>澳洲央行會議紀要偏向鴿派，12月公布的GDP有機會給澳幣更多方向指引  

澳洲央行公佈會議紀要顯示，在連續的降息刺激之後，將等待評估效果，特別是考慮到政策效果的滯後。不過儘管此前曾

多次降息，但官員們仍對經濟發展緩慢感到擔憂; 由於擔心低利率對儲戶和信心的負面影響，本月沒有進一步放鬆政策。央

行重申要使失業率降至目標水平4.5%並強化通貨膨脹，就必須延長低利率時期。委員們指出，他們準備在必要時進一步放

鬆貨幣政策。鑑於10月份令人失望的就業報告，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的可能性似乎有所增加。市場關注於12月初公佈的

GDP(國內生產毛額)數據，若是不及預期，澳洲央行將會面臨12月降息的壓力，這可能導致澳幣進一步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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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1/20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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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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on Use of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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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are either (i)“ professional investors “ as defined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Hong Kong; and/or (ii) 

“accredited investors” as defined unde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Singapore and/or (iii) such other professional inves-

tors located in or resident in jurisdictions that do not restrict the distribution of such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All interested 

prospective investors are required to seek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observe all relevant restrictions in his/hers/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This document is strictly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any information or opinion expressed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an offer or solicitation to invest or deal in any of the securities mentioned herein. Th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whether provided by the Bank or other information provider are not intended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advice and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in that regard.  The Bank accepts no liability or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damage or loss aris-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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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