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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暨利率>2020年俄羅斯仍有貨幣政策空間 

俄羅斯央行總裁納比烏里娜(Elvira Nabiullina)昨日(12/25)接受Interfax專訪表示，2020年上半年是認為最有可能降息時間

段，但降息將發生在明年上半年並非既定的事實。俄羅斯央行行長談話符合本行研判，2019年6月俄羅斯央行啟動降息循

環，總計降息5次共150個基點，期緩解景氣下行壓力。但觀察俄羅斯經濟數據仍好壞參半，11月製造業PMI續向下行，零

售銷售見轉機，11月零售銷售年增速較前月回彈至2.3%。進入2020年，多數國家利率水準皆處相對低位，通膨空間微，

近期全球出現的主流呼聲，反大多希望放寬財政政策。不過俄羅斯因農產豐收加上匯率強勢，11月消費者物價增速放緩至

3.5%，2020年首季在基期墊高下物價增速更有可能將低於3％，因而可營造對俄羅斯隊貨幣政策更游刃有餘的空間，本行

維持對1Q20俄羅斯央行基準利率至6%的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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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股>年底前交投清淡，類股輪動仍是主流策略 

昨日(12/25)亞股主要指數變化不大，但因年底季節性因素，成交量明顯較上週低。類股方面，科技股指數自上週見高後，

量價均見回落，反觀傳產股在油價與銅價，這些與景氣連動高的指標緩步墊高下，股價也相對穩。進入1月有幾件重要事

要留意變化，1.美中第一階段協議是否順利簽署，2. 華為孟晚舟開庭對2月華為禁令延展到期的影響，3. 1月中下旬公布的

4Q財報及1Q財測。目前市場對於1Q亞洲科技上游的淡季表現看法分歧，因此財測公布前後股價勢必波動較大。美中方

面，目前又傳出1月協議將由川普與習近平本人簽屬，並非一週前傳出的由最高部長級代理簽屬，可見正式簽屬前都存有

變數。總的來說，本行認為非美國家經濟數據走穩及寬鬆貨幣政策皆有利風險性資產，短期市場大幅修正風險不高。 

<能源>油市及能源指數已反應貿易戰和緩的樂觀預期，對1Q20能源類股及油價持中性看法 

受聖誕假期影響，美歐股、債、金屬市場休市，交易清淡，昨日(12/25)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大產業指數漲跌不明顯。

就能源消息面，美國石油學會(API)公布美油庫存降幅超預期，加上美中貿易戰和緩，布蘭特油價近期走強至66.9美元/

桶；而沙國、科威特將恢復中立區油田開採，產量最高可達50萬桶/日，依產出進度，對1Q20影響不大，1Q20全球油市

仍呈現供給平衡。然面對1Q20原油需求淡季，預期美油庫存在12月下降後，將於1Q20再度回升，對油價恐形成上檔壓

力。1Q20能源指數因原油、天然氣產量增加及1Q19布油基期較低，而呈現盈餘年比、季比正成長，然受對2Q20全球油

市供給過剩的擔憂，且目前能源指數及油價已到本行目標價，對1Q20能源類股及油價持中性看法。 

<信用>新興主權債信品質改善加評價面優勢，主要貨幣主權債仍具投資吸引力；美國CCC級債違約風險難忽視，美國企

業債挑選不能只看息收 

聖誕節僅少數新興市場進行交易，且交投相對清淡。回顧今年新興債市表現亮眼，在美歐央行連手新興國家實施寬鬆貨幣

政策推動下，不論主要貨幣主權債、企業債或當地債指數均有13%以上漲幅，惟隨聯準會預防性降息進入尾聲，許多新興

國家央行也開始停、看、聽，2020年雖有部分國家還有降息空間但可能不如今年，且市場利率多已反應未來可能降息幅

度，2020年新興債市表現或難如今年強勁。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在2012年後，今年新興主權信評淨上修數首度回到正

值，債信品質改善，加上部分中東國家被納入指數，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平均債信逼近投資等級，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

預估，新興市場2020年經濟成長率可望達4.6%，在經濟緩步復甦預期下，主權債信有望延續今年轉佳步伐；評價面而

投 資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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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指數利差仍高於10年均值，在預期美債殖利率大漲空間不大及全球低利率環境下，現階段新興主

要貨幣主權債指數5.5%左右的殖利率水準在市場上仍具吸引力。 

美高收債指數利差過去一週幾無變化，但CCC等級債指數12月大漲5%、利差收斂144個基點高於大盤，主要原因包括：(1)

美中12月初達成初步貿易協議，最快將於明年一月簽署，不確定因素暫時消除；(2)西德州油價本月強勁上揚10%，推升能

源債漲勢；(3)今年表現落後的CCC等級債在市場樂觀情緒下展現落後補漲行情。歷經12月大漲後，美高收債指數利差僅較

去年10月低點高出50個基點，明年經濟衰退預期下滑雖可能使投資人願意承受較高風險以尋求收益，應不需太過擔憂資金

大幅流出高收益債市問題，然(1)BB與BBB級債指數利差僅64個基點，已來到多年來低點；(2)投資等級債信評被打入垃圾等

級的問題雖不致於產生嚴峻風險，但仍可能造成高收益債券供給增加或重新定價；(3)CCC級發債企業財務槓桿大幅攀升，

違約率已達雙位數，即便在今年充斥大量流動性環境下籌資能力仍不佳，明年違約風險仍高，投資美國企業債除了考量息

收外，債信品質優劣也是應關注的重點。 

<匯市>加拿大就業市場和信心疲弱，若明年如期降息，不利於加幣中期走勢 

加拿大 11 月份就業人數減少 7.12 萬人，縮減人數遠高於 10 月份的 0.18 萬人，就業市場呈現連續兩個月萎縮的趨勢。另

外，加拿大 11 月份的失業率更是上升至 5.9%，高於市場預期。其中全職就業人數減少了 3.84 萬人，而兼職就業人數，則

是減少了 3.28 萬人。日前所公佈的加拿大消費者信心指數，亦是降至今年 1 月以來的低點，顯示消費者對於經濟前景，仍

舊抱持著悲觀的態度。但11月CPI(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在2.2%，高於前值1.9%，給央行一些底氣維持利率不變，短線中性看

待加幣。經濟增長持續低於趨勢將考驗加拿大央行的耐心，並引發其於明年二季度降息，目前加拿大為G7國家中利率最高

者，若明年走上降息的路，估計對加幣中期走勢會是一種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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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2/25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24收盤，因休市未更新。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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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