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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暨利率>歐洲景氣下行風險增，新任歐洲央行行長貨幣政策於今晚表態，料延續寬鬆路線 

9月歐洲央行宣布重啟量化寬鬆政策提振市場信心，歐股持續走揚，昨日公布10月23-24日利率會議記錄顯示，歐洲央行

內部對於貨幣政策出現重大的歧見，今晚新任行長拉加德將於法蘭克福首次發表與貨幣政策有關的正式言論，此言論將定

調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接下來的方針，本行認為，雖歐洲央行週三發表的金融穩定報告提出寬鬆貨幣政策可能對金融環境帶

來的副作用，然而歐洲經濟低成長且下行的風險持續增溫，加上各國的財政政策在歐債危機後仍非常保守，因此貨幣政策

必須繼續提供市場流動性，預計進入2020年歐洲央行將有更進一步的寬鬆措施，新任主席拉加德從IMF(國際貨幣基金)以

來都是支持成長支持擴大財政支出的一方，因此在貨幣政策上應維持相同的擴張論調，本行預期拉加德上任將繼續提供超

額流動性來避免脆弱經濟再度陷入衰退，因此風險性資產下檔有所支撐，但經濟成長擴張動能尚未顯現。2020年歐元區財

政預算偏保守，歐洲聯盟委員會預測2020歐元區成長1.2%，債務佔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將連續第5年下降，2020年降

至85.1%，2021年降至84.1%，歐元區財政撙節的循環尚未結束，因此可預期歐洲央行在未來金融風險上升的環境將繼續

提供市場寬鬆貨幣政策。時序進入2020年，英國脫歐的不確定性風險仍在檯面上，而義大利政治亦將再度形成風暴，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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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英國大選結果預估保守黨獲得過半席次的可能性最高，預期指數反應可能相對承壓  

昨夜(11/21)歐洲股市收跌，市場一度受到川普再度對中國發出不達成協議就調高關稅的威脅影響，盤初出現較大跌幅。但

隨後傳出即便12/15美中沒達成協議，美國也會延後加徵關稅的消息則令尾盤跌幅縮窄。英股表現則是相對較弱，除了外

需類股受到美中消息打壓之外，內需類股亦受到工黨計畫提升企業稅與國有化改革的競選口號所壓抑，終場小跌0.36%。 

英國12/12即將迎來國會大選，哪個政黨或聯盟能取得過半多數，預計對於英國金融市場將產生不盡相同的影響。依據最

新民調顯示，保守黨民調支持度仍穩居第1，領先第2名的工黨超過10%，取得國會過半席次的可能性最高。然而，2016

年的脫歐公投、2017年的國會大選皆出現與民調預測不同的意外結果(2016支持脫歐意外獲勝、2017保守黨意外喪失過半

優勢)。因此，本行預先針對不同結果進行分析以對應可能的意外發展。 

1.若保守黨獲得過半席次(現階段可能性最高)，預期英國應能依據目前協議順利在1月底前脫歐，保守黨也將兌現擴大財政

支出的競選承諾。政治不確定性降低有望令英鎊走升，英國內需類股表現將優於外需股，但就外需類股占比約7成的英股

指數來說，若英鎊走升則容易壓抑其走勢，故預期指數反應可能相對承壓。 

2.若是工黨與其他留歐派小黨聯合取得過半席次，則新政府可望舉辦第二次脫歐公投，公投結果的不確定性將提升且至少

持續半年(舉辦公投至少需要的時間)。工黨力推的改革與擴大財政支出政策亦恐在各黨態度不同下，不得不轉向妥協版本

而遭到稀釋。政治不確定性料有一定程度回升，易使英鎊溫和走貶，英國內需類股表現恐較外需類股差，外需類股則是受

惠英鎊走貶容易帶動整體英股指數出現小幅反彈。 

3.若出現市場最不喜歡的懸浮議會狀態(沒有任何黨派過半)，意謂1月底前順利完成脫歐可能性下降，英國將再度面臨脫歐

大限，無協議脫歐風險擔憂恐將再現。目前的樂觀情緒可能快速消散而使英鎊自高點明顯回落，市場疑慮加大令英股指數

短線亦可能出現顯著壓力，但受到英鎊貶值的保護，預料後續跌幅有望收斂甚至出現轉漲現象。 

 

投 資 策 略  

目前股市創新高而今明兩年券商下修歐洲企業獲利的比例分別為-11%、-20%，雖12個月後本益比在14.14x為長年均值，

但考量上述政經風險後預期股市或將有修正的風險，另鑒於近期義大利政經不穩且融資風險遠高於其他國家，短線觀察義

大利與德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走勢作為後續義大利政治風險是否擴大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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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物料>受全球貿易談判不確定性及原物料供給增加，原物料指數仍具回檔壓力 

受美國國會將涉港法案遞交總統川普等待簽署，恐影響美中貿易磋商進展，昨日(11/21)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多數

下跌，其中受美債殖利率反彈，地產股跌幅最重，原物料跌幅次之，而預期OPEC+(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及其聯盟)可能將減

產協議延至2Q20，油價上漲，帶動能源類股上漲0.9%，表現較為突出。在原物料方面，4Q19因亞洲輕裂廠減少歲修及產

能增加，多項基本塑化產品報價走跌、利差縮小，而中國浙石化、恆力石化等投資煉化廠，預計在4Q19、1Q20投產，供

給增加，預期通用化學仍承壓，特化較佳。鐵礦砂先前因預期中國冬季環保限產需求放緩，價格已回檔至81美元/噸，弱於

預期；銅價受需求疲弱，美中貿易協議進展壓抑，價格低於去年同期；因此近四週市場下修4Q19、1Q20原物料指數盈餘

預估。1Q20雖因消費端去化終端庫存及新興國家製造供應鏈、貿易流已初步調整，然經濟成長放緩，企業將僅依需補庫，

且亞洲煉化廠、澳洲鐵礦砂供給增加，未來價格反彈力道將偏弱，1Q20原物料指數將呈現年盈餘負成長，加上股價已提前

反映對貿易戰緩和對景氣衝擊力道的減少，原物料指數股價淨值比已接近五年均值，預期年底前股價仍有下修壓力。 

<信用>AT&T持續去槓桿有助短線債券價格穩定，印度信實工業提高電信費率支持債券價格 

美國電信巨頭AT&T提出53筆債券公開收購計劃共52億美元，觀察(1)預期此次公開收購資金將來自帳上現金及出售Game 

Show Network持股予索尼(Sony)及股利收入共計5億美元，若本次順利公開收購全部債券，淨財務槓桿可望降至2.65倍，

然而單筆未償還金額不大（最高未償還金額僅3.5億美元)且部分債券已多次招標購回，假設持債者參與度20%至30%，而債

務減少金額為10至15億美元使淨槓桿減幅有限，(2)C段頻譜拍賣可能延至明年後，預期大規模發債計畫可望遞延，考量

AT&T仍致力於去槓桿化對短線債券價格產生穩定效果，後續仍關注AT&T營收成長保持2%以上並將淨槓桿年底前降至2.5

倍目標。 

印度電信業競爭激烈，當地電信費率為全球最低，最大民營企業信實工業(Reliance Industries)旗下電信子公司Reliance Jio

追隨Vodafone Idea及巴蒂電信(Bharti Airtel)腳步準備提高電信費率，若削價戰結束可望緩解當地電信業獲利衰退疑慮。

此外，信實工業先前持續投資設備以提升旗下能源及石化產能，從3Q19税前息前淨利分別季增及年增5%及7%來看，預估

資本支出開始增強營收，信實工業淨財務槓桿可望維持2.8倍，低於信評機構穆迪3倍淨槓桿的降評門檻，預期提高電信費

率將來帶逾15億美元的現金流量並支持企業債價格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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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市>抗議立法加深中美關係不確定性且人行可望延續寬鬆措施，人民幣延續震盪 

離岸人民幣從週一開始走低，與貿易談判上週末進展出現明顯對比，反映市場對於貿易談判缺乏“實際進展細節”感到不

耐煩或認為該消息潛伏負面訊息的可能。與此同時，川普預計將簽署國會通過的支持香港民主抗議的立法。該法案要求對

香港進行人權侵犯和自治權的年度審查，與中國建立對抗。隨後，中國多個政府機構迅速威脅要進行某種不明形式的應對

方案，這可能危及延遲已久的貿易協商。 1個月的價平隱含波動率(USDCNH Implied Volatility 1M)升至5.43％， 1個月的

實際波動率(USDCNH Realized Volatility 1M)則升至3.92％，透漏人民幣波動風險加大。另本週中國人行兩大動作，一者

自2015年10月，意料外將7天反向回購利率（Reverse Repo Rate）從2.55％下調至2.50％，再者於兩週前削減中期貸款便

利（MLF）後，週三調降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5個基點4.15％，五年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從4.85％下調至

4.80％。鑑於央行仍有空間讓利率走低，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修剪也暗示“新的寬鬆週期”也將壓抑人民幣升值空

間。短線觀察離岸人民幣兌美元跌破50日簡單移動平均線(50days SMA) ，盤中觸及11月1日以來的最低點，研判50日簡單

移動平均線將成為短線支撐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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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1/21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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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