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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暨利率>風災與消費稅重擊景氣效應可望逐步淡化，日十年公債殖利率短期壓抑中期緩升  

日本9月零售創下驚人成長9.2%後，市場矚目10月日本消費稅上路後對消費衝擊。日經濟產業省公佈10月商業動態統計，

10月日本零售銷售額較前月驟減14.4%，年衰退7.1%，大遜市場預期的可控跌幅。觀察細項，日消費者趁消費稅上調前大

肆採購，致提前透支需求而進入10月消費力道轉弱，此點在奢侈品消費額回落軌跡可得驗證，汽車銷售年減17%、冰箱與

洗衣機等高價商品衰退15%。不過有趣的是，由於大型超商連鎖店推出無現金支付可獲點數回饋，致便利商店同期銷售逆

勢年成長3.3%。此外日本逢劇烈颱風天災影響民眾外出購物以及造成多處商家暫停營業，可能也是拖垮日本10月零售銷售

的原因。展望後市，本行擔憂消費稅上調後對景氣的衝擊，但預計負面效應會逐漸平滑。日本政府記取2014年消費稅上調

的慘痛教訓，此次推出許多如幼兒教育免費等措施減緩衝擊，加上2020年仍有東京奧運經濟效應。觀察日本央行11月購

債框架同樣增加購買短天期債券，減少購買長天期債券金額，日央仍有引導日債殖利率曲線趨陡的意味。綜合來看，日本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短線或因消費稅對景氣的擔憂而壓抑上檔空間，預估1Q20日十年公債殖利率目標價維持在-0.2%，但中

長期可望偏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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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股>類股輪動代替下跌，指數高檔盤整上方空間有限 

昨日亞洲股市跌多漲少，且整體成交量進一步縮小，並沒有因川普對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持續發表正面看法，而改變高

檔盤整格局。一方面，或許是11月以來美中雙方講得多做得少，市場對於口頭上的承諾已無感，另一方面，川普最終還是

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部分分析擔心此舉將引發中方不滿，進而打亂進展中的談判。在台股部分，雖然11月上

旬科技股與金融股強彈扮演嘎空手的推手，但中下旬後輪動特別顯著，甚至有報告開始討論5G概念股是否已泡沫化，這或

許暗示部分買盤對10月來的急漲感到不安。本行認為，即便美中在年內簽不成協議，但雙方要在互加報復性關稅的可能性

因受到景氣放緩制約已大幅降低，因此事件本身再次成為市場黑天鵝的機率不高。要關注的反倒是貿易戰所產生的負面外

溢效果，包含企業投資意願低、物流成本及關稅提高降低毛利率、自由現金回流速度等等，或許還沒反應完，所以股價繼

續漲只會讓本益比顯得更貴。姑且不論明年5G商轉進度，當市場過度樂觀引發的短線急漲，都必須提高風險意識。 

<工業>製造業未見實體訂單回升，留意進入淡季震盪風險  

昨日(11/28)MSCI(摩根史坦利資本國際)十一大產業多數小幅回落，工業持續走弱下跌0.15%，原物料與健護相對持穩，上

漲0.05%。現正進入歐美節慶銷售旺季，然美國簽署香港人權相關法案，再令市場擔憂中美貿易協商，貿易相關族群如汽

車與零組件相對走弱，加上製造業雖預期可望回升，但目前正將進入傳統施工淡季，實體訂單需求並未真正復甦，最新公

布的美國運輸量卡斯指標(Cass Freight Index for Shipments)再度回落，以該指標呈現的企業活動，仍是透露從潛在的減

速朝向經濟衰退，同時資本物資的下行循環也還未見回升跡象，本行仍提醒貿易衝突首要仍將衝擊工業族群，製造業基本

面仍存變數，短線指數漲多仍有獲利了結的修正風險，相對中性看待工業族群。 

<信用>法國電力公司重組計劃將是投資人持續關注焦點；沙烏地阿美若因外在因素造成的賣壓反成進場良機 

法國電力公司(EDF)不斷擴展事業版圖，不僅核電與其他再生能源具國際競爭力，近期與中國國家電網在區域鏈及智慧能源

服務方面簽訂合作計畫，還併購一家英國初創企業Pivot Power以加快電池儲能和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的開發。EDF提供

中國的技術服務有助於降低營運風險，不過基於社會大眾對核安的疑慮，再生能源投資與發展將持續進行，降低資本支出

調整彈性，且預估自由現金流量至2022年以前難轉為正值，所幸公司現金股利發放率不高，且EDF持續進行資產拋售計

劃，有助於改善自由現金流量，從最新一季財報來看，EDF仍朝今年所設定EBITDA(息前稅前淨利)目標160~167億歐元前

進，槓桿率幾乎也接近2.0~2.5倍下緣。今年提出的重組計劃能否順利進行將是2020年之關鍵，至少從目前各種行政及監

投 資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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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上的數據均顯示樂觀看法，若能從現存電網及再生能源生成系統釋出資金來改善核能業務相關財務狀況，可望降低投資

人疑慮並有助利差再收斂。 

眾所矚目的沙烏地阿美(Saudi Aramco)股權公開招募活動(IPO)截至昨日為止，散戶部分已獲超額認購，此次IPO預計最高

募集256億美元，規模較先前市場預期的小，惟此次股票發行計劃背後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薩拉曼改革計劃核心

內容之一，若未來沙國仍想為經濟多元化尋求資金，增發債券的可能性仍在；另外，沙國政府未能100%持有該公司股權也

將導致Aramco債券被排除在摩根新興市場主權債券債券指數之外，兩者均可能使得債券利差小幅擴大，不過Aramco不僅

獲利豐碩，現金流、財務槓桿也相當穩健，債務到期風險也低，較需留意的便是突然發生的地緣政治風險，由於目前

Aramco利差較該國公債要來得低，若因上述原因出現短線賣壓造成利差擴大，反而是較佳的進場時機。 

<匯市>面臨雙重壓力澳幣走弱，紐幣獲卓著數據支撐緩解下降趨勢 

澳洲第三季度資本支出數據（Capex）下降0.2％弱於預期，川普簽署香港民主抗議法案導致市場對中美協議逆轉擔憂加

劇，雙重壓力之下澳幣在周四(11/28)貶至0.6759。澳幣能否回溫取決於中美協議未來幾週的發展。利率方面，澳央今年內

恐難以再度降息而預計明年仍有降息空間來應對景氣的負向走勢。研判澳央如果下調現金率至0.50％，市場或進一步預期

將打開量化寬鬆之門，從而拖累澳幣之後的表現。 

澳新銀行（ANZ）的11月份業務信心和活動展望數據好於預期，商業信心從-30.8的市場共識和原先的-42.4增長至-26.4，

該數據激勵紐幣兌美元反彈至0.6424，從而緩解之前因美中貿易戰擔憂的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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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1/28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1/28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1/22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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