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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暨利率>央行貨幣政策分化，日央維持不變，俄羅斯續降息，1Q20俄羅斯央行基準利率將降至6% 

19日日央會議落幕，維持基準利率-0.1%、10 年期公債殖利率目標0%與資產購買規模每年80兆日圓不變。市場對日央貨

幣政策寬鬆預期從10月高點下修，近期甚開始有貨幣政策正常化的臆測。不過本行認為儘管隨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

定，日央不再描述海外經濟風險增加等用語，但導因颱風與消費稅上調，日央下調工廠產出，仍傳遞需緊密追蹤經濟情勢

的謹慎觀點。搭配現階段日圓與日十年公債利率的相對位置符合日央期望，本行認為進入1Q20首季日央仍將觀察消費稅

上調後經濟回彈力道，研判將維持基準利率不變。反觀俄羅斯央行，儘管12月俄羅斯央行會議未調整對經濟預估的看法，

但卻下調物價路徑預估，符合本行預期基期墊高下的影響，研判2020年首季物價增速將低於3％，此將有利俄羅斯央行實

施更寬鬆貨幣政策呵護景氣成長，本行基於1Q20降息可能性仍大，下調1Q20俄羅斯央行基準利率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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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英國內需股表現仍可望優於外需股  

昨夜(12/19)英股指數主要受到英鎊因擔憂2020年底恐再現無協議脫歐風險而走貶影響，佔比較大的外需類股表現有撐，

帶動昨夜整體指數收漲0.35%。 

12/12保守黨大勝，內需類股受到追捧。加上美中雙方對第一階段協議達成共識，亦令外需類股表現有撐，使得整體英股

指數在選後反彈。到目前為止，內需股表現仍然如本行預期優於外需股。而隨著強生計畫透過立法禁止延長過渡期，這代

表英歐只有11個月的談判時間，短線樂觀情緒受到打壓令英鎊走貶、內需股走平，外需股則略現反彈。 

保守黨取得過半，2020/1/31前的無協議脫歐風險可望暫時下滑，但不代表脫歐的影響已經完全結束。脫歐協議通過後便

進入過渡期，期限只到2020年底，這段期間也是英歐雙方要談未來貿易協議的時間。雙方必須在過渡期結束前達成協議，

否則無協議脫歐風險將會於2020年12/31過後再臨。本行認為，強生不延長過渡期的做法，此舉在於運用時間壓力增加與

歐盟談判籌碼，不代表他傾向以無協議構築英歐關係的終局，儘管短線疑慮升溫然料擴大程度有限。預期現階段評價面優

勢&擴大財政支出等環境依舊有利內需股表現，而外需股與整體英股指數則是容易與英鎊呈現反向走勢。 

<地產> 面對中美貿戰降溫、企業成長升溫氛圍，地產高能見度收益能力仍具優勢 

12/19(四)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漲多跌少，盤面上雖持續體現出對中美貿易降溫有望提昇製造業動能

回溫的期待，但在等待製造業數據給予進一步訊號前，收益具高能見度的地產業仍具吸引力，故成為昨日漲幅最大的產

業，當中權值股美國電塔上漲逾2.8%，因美國電塔將支付約7.72億美元從智利電信公司(Entel)手中買下部份電塔，同時出

租給智利電信公司。 

美中貿易有了階段性進展後，市場對2020年的企業前景信心更為增強，此情勢也為不動產投資信託證券(REITs)2020年的

走勢帶來兩個情境，若企業動能如預期強勁或貿易戰又有進一步進展，REITs的表現就難跟上成長動能型產業，相反地，若

市況演變成必須下調標準普爾500指數的獲利預估，則有可能伴隨較低的利率和對防禦性投資的需求，類似2019年1~9月

間所看到的金融情勢，REITs的股票會跑贏大盤。 

上述中不管走向哪個情境，REITs的獲利能見度高仍是產業的優勢。其一是股息能力，從各類型REITs2020的預估值來看，

平均租金成長率會落在2%~3%，與2019年差不多。至於資本利得能力，可從同店銷售成長率來看，市場預估各類型REITs

成長率平均約有2.3%，2019年為2.5%。又，本週美國陸續公佈的新屋開工、營建許可、成屋銷售等數據仍述說著地產業

投 資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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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仍穩定的基調，故只要市場仍存有不確定性時，在2020年具穩定股息收入與收益增長能見度的地產仍具有投資佈局

上的吸引力。 

<信用>英國銀行壓力測試全數過關，但金融債利差收斂空間已有限，僅資本體質較佳者具表現機會；泰國國有能源公司信

評展望升至正向有助企業債表現 

觀察英國央行將公布新一輪壓力測試結果，預估各銀行面對極端風險情境(飽含英國經濟成長率下滑4.7%，當地房價下跌

33%及利率走升至4%)下將削弱資本適足率520個基點，即便未來銀行獲利動能下滑，但仍高於英國央行要求門檻值280點

以上。考量(1)英國當地銀行資本適足性已達過去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兩倍之多，並透過減少股利發放、降低人事成本及資

本工具利息支付抵禦重大風險事件，(2)英國及歐洲當地歐系投資級債皆已來到脫歐公投後低位且金融債指數利差已低於均

值下方，顯見利多因子已多反應於指數利差及報酬內，加上(3)英國當地銀行盈餘改善空間有限如Barclays可能因獲利動能

相對較弱且Lloyds資本適足率下滑而有額外增提資本工具需求，將限縮金融債利差收斂空間。預期整體歐洲金融債仍以資

本體質較佳者具表現機會，整體報酬來源以息收為主。 

標普先前上調泰國主權信評展望至正向，考量泰國政府的Vayupak基金擁有泰國國家石油公司PTT股權12.2％，泰國政府股

權持有PTT總量達到63.3％，標普接連上調PTT信評展望至正向而信評維持在BBB+，觀察(1)泰國央行本月維持利率不變，

然而下調經濟成長率及未來物價年增率，預期泰國央行仍將維持低利率環境且不排除再降息來刺激景氣動能回溫，(2)泰銖

走升支持進口商品價格，(3)當地銀行融資條件收緊將加大國企與體質較弱企業債信差距，除非泰國財政部出售PTT持股至

50%以下或大幅改變其能源政策，考量泰國政府對PTT支持度，預期有助其企業債表現穩健。 

<匯市>中美雖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但寬鬆政策與美中第二階段貿易談判難度升高，人民幣1Q20可能微幅走貶  

川普政府推遲原定於2019年12月15日實施的新關稅，中美兩方將在2020年初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隨後中國公佈好於預

期的工業產出和私人消費數據。花旗中國經濟驚奇指數(Citi Economic Surprise Index China)12月返回正數表示中國經濟

指標優於普遍預期，排除短線下行風險。本週整體風險情緒偏好上升給予人民幣支撐，美元兌離岸人民幣匯率上揚逆轉後

震盪於7.0000。 

展望2020年，第二階段貿易談判將涵蓋中美兩方少有共識的領域，並且將在美國政事紛擾（川普成為美國第一位在彈劾案

下競選連任的總統）的一年中進行。預期復雜的中美貿易課題將使談判曠日持久，談判在明年出現間歇性破裂的可能性較

大，導致新關稅或執法措施。處於諸多政事及貿易談判困擾的川普是否會繼續向其他地區延續“關稅人”的作風將有待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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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回購(Reverse Repo Rate)和中期貸款利率(Medium term Lending Facility Rate)被廣泛認為是人民銀行靈活管理銀行

系統短期和長期流動性的主要工具。中國央行在周三降低了14天逆回購協議的利率從2.7%至2.65%，與此同時，上個月也

對7天回購利率進行了類似的下調至2.5%。人民銀行通過反向債券回購協議向貨幣市場注入了總計2000億元人民幣（284.1

億美元）。中國寬鬆週期的開始已顯著，預期人民銀行明年將謹慎執行護航寬鬆政策引導利率下降，確保景氣能回穩達成

6%的增長目標。 

基於良好的貿易談判發展，優於預期的經濟指標加上整體市場情緒偏好年底前人民幣可獲支撐延續在7.0000附近震盪。惟

進入1Q20，貿易談判仍將主宰人民幣動向，謹慎寬鬆的步伐也將推進人民幣些許下行走勢，USDCNH有機會碰觸7.2關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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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2/19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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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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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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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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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