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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與利率市場展望  

<總經暨利率>12月最新PMI出爐，歐美製造業表現分歧 

12月IHS Markit PMI(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出爐，歐洲表現極差，除了英國創7年最差表現外，歐元區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則創86個月新低，然而12月服務業PMI逆勢創4個月新高，抵銷製造業的疲弱態勢，整體綜合指數持平於50.6擴

張的水平。另一方面，美國12月PMI初值公布表現強勁，殖利率在公布數據後加速上行，10年期公債殖利率最終上升5.9

基點至1.88%，2-10年公債利差擴大2.2基點至24.12基點。美國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初值創下5個月新高，服務業抵銷製

造業的打底的疲弱態勢，服務業12月大幅增加雇員，年末旺季消費動能看似在感恩節後將有所延續。同時，紐約聯儲的製

造業前景指數躍升至五個月高點，美國住宅建築商信心指數攀升至20年新高，諸多數據顯示美國經濟表現強勁，另一方

面，歐元區則處於打底階段，歐洲央行將繼續提供寬鬆政策來支持經濟，而美國方面聯準會短線將繼續提供附買回市場流

動性來避免年底資金短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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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貿易緊張舒緩，提升市場風險胃納，搭配基本

面及資金條件，拉美股票未來漲勢具想像空間 

 通訊服務營運仍具成長性，維持正向展望 

 雀巢出售旗下業務有助降槓桿，但價格空間有限；

萬達信評展望負向，顯示中國地產債流動性問題仍

存 

 英國保守黨拿下重大勝利，2020年1月英國可望確

實脫歐，不確定性消除下上調1Q20英鎊目標價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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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股市>全球貿易緊張舒緩，提升市場風險胃納，搭配基本面及資金條件，拉美股票未來漲勢具想像空間 

MSCI拉美指數昨日(12/16)上漲0.2%，在消費及醫療類股的帶動下，挑戰近一年新高，受到全球貿易緊張舒緩，改善市場

風險胃納，拉美貨幣在政治動盪中強勢反彈，加上巴西央行12月再次降息二碼將利息維持在歷史低點，到2020年上半年仍

有降息空間，提振市場對於未來景氣復甦信心，12月MSCI拉美指數上漲7%，超越全球新興市場漲幅。USMCA(美墨加貿

易協定)已簽訂修定版，從2020年開始，汽車或卡車的零部件必須在加拿大，美國或墨西哥製造的比例達到75％，高於目

前的62.5％。至2023年前每小時收入至少16美元的工人必須製造40％至45％的車輛部件，為墨西哥汽車工人目前平均工

資的三倍多，有助改善墨西哥的勞動條件，在USMCA(美墨加貿易協定)傳出好消息後，墨西哥股市漲至一個月高點，墨西

哥披索兌美元亦漲至四個月高點，惟墨西哥目前仍反對美國派員監督工廠勞動情況，短線仍有波動，但協定原則方向不

變。考量拉美市場維持低利率、高成長及結構改革等利多持續發酵，巴西IBOV指數第一大權重金融股將進入超級循環周

期，今年以來拉美股市上漲大多靠內資拉抬，外資尚未出現資金大幅湧入情況，未來漲勢具想像空間。 

<通訊服務>通訊服務營運仍具成長性，維持正向展望 

對美中達成貿易協議的樂觀情緒及美國12月採購經理人指數優於預期，昨日(12/16)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十一大產業全

數上漲，其中公用事業指數漲幅最高，而受歐、英、日製造業仍疲弱，工業指數漲幅最低。其中若以近五日漲幅而言，在

非循環類股中，以通訊服務類漲幅較低，主因受到近期券商考量Netflix受到Disney+、Apple TV+等平台競爭，客戶數恐

流失及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可能限制臉書(FACEBOOK)整合應用程式而使漲幅較為弱勢，然影音串流服務市場在強化內容

投資、多樣化收費機制及消費者支出仍強下，彼此間並非零和競爭，市場仍會逐年擴大；2020年因串流媒體行業競爭加

劇、夏季奧運會和美國選舉，全球廣告投放增加，營收成長可望達5.9%，其中數位廣告及行銷成長率仍維持10%以上，加

上5G服務將陸續開通，有助於電信製造商及相關服務業者業績增添新的成長動能。現通訊服務指數評價面雖偏貴，然因營

運仍具成長性，建議若有回檔時仍可留意。 

<信用>雀巢出售旗下業務有助降槓桿，但價格空間有限；萬達信評展望負向，顯示中國地產債流動性問題仍存 

雀巢(Nestle)預計以40億美元出售旗下美國冰淇淋業務包含哈根達斯(Haagen-Dazs)予Froneri，來達成10%企業營運再造

目標。考量該冰淇淋部門去年營收約為18億美元，而本次出售後雀巢税前息前淨利可能下滑情況下，即便去化槓桿並非雀

巢首要目標，但預估本次交易將可減少雀巢淨財務槓桿0.1倍至1.4倍，此外，由於Froneri為雀巢與法國PAI Partners兩家

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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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合資，若PAI Partners未來進一步收購雀巢所持有Froneri的股份動作，或是雀巢出售旗下如加拿大、拉美與亞洲地

區的冰淇淋業務，可望進一步降低財務槓桿並有益相關債券持有者，但考量雀巢債券殖利率接近歐洲主權債，預期債券價

格上方空間有限。 

觀察大連萬達集團明(2020)年境內債券有46億人民幣到期，而截至今年9月其帳上現金約有56億人民幣，若全額償還後萬達

集團將全數依賴銀行貸款來展延短期借款及帳上即將到期負債，信評機構標普將萬達集團信評調降至B級且展望為負向，然

而上個月萬達成功發行4億美元的3年期利率6.95%債券以支應續建萬達廣場購物中心，該新債認購倍數達3.3倍其中87%由

資產管理及基金公司所認購，然而考量中國經濟動能仍疲軟，民企債務成本偏高、再融資及資金流動性問題仍待解決，短

線中國企業債波動恐難消。 

<匯市>英國保守黨拿下重大勝利，2020年1月英國可望確實脫歐，不確定性消除下有利英鎊 

英國國會大選於12/12正式結束，最終在保守黨拿下364席過半、迎來1987年以來最大勝利之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

將連任首相。本次英國國會重新大選的主因在於強生脫歐方案在國會卡關，因此決定重新大選以整合黨內意見。前任首相

梅伊(May)亦曾採取重新大選的行動，但結果卻是天壤之別，梅伊當時反而讓保守黨失去了絕對多數的地位，被迫與他黨結

盟才能組閣，埋下了後續脫歐法案不斷卡關的禍根。而本次強生大勝之後，也意味著今(2019)年10月公布的脫歐方案很可

能就是最終版本，2020年1月如期脫歐的機率大幅提高。長期而言，英國和歐盟究竟會採用何種貿易模式，仍在未定之天，

惟糾纏英國政局許久的脫歐方案不確定性可望解除，加上2021年前處在過渡期，英國和歐盟的經貿關係暫不會改變，昨

(16)日雖因典型的「買事實，賣預期」，使得英鎊衝高後大幅回落，惟因不確定性的暫解，英鎊兌美元有機會再度挑戰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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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2/16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16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2/13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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