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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暨利率>中國人行調降存準率0.5%，農曆年前釋出流動性降低風險  

中國人行季度例會重申不執行大水滿貫的貨幣政策，強調穩健及靈活的貨幣政策保持合理的流動性，人行1月1日宣布，於

1月6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本次不含汽車金融、金融租賃及財務公司，預計從金融機構中釋出8千億人民幣

的流動性。本行認為中國2020年貨幣政策仍持續偏向寬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未對物價揚升情勢著墨太多，符合本行預期

儘管近期因豬價暴漲推升物價但不會驅動貨幣政策轉向緊縮，尤2020中國企業債到期高峰，防範利率快速拉升啟動違約

朝，中國2020年貨幣政策易鬆難緊，官方仍將逐步引導LPR(貸款基準利率)下行。財政政策維持積極態勢，惟思路由減稅

降費向支出端傾如基建投資回升。 

今 日 S p o t l i g h t  

中國央行送新年禮宣布全面降準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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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美國威脅制裁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建造商，然影響有限，維持1Q20俄羅斯股市正向看法  

俄股2019最後一個交易日(12/30)交投清淡，類股表現漲跌互見，終場RTS指數收盤近乎持平，然就2019年來看則是收在

全年最高點，預計1/3重新開市。 

12/20川普簽署2020年國防授權法案，連接俄德兩國的北溪2號（North Stream 2）天然氣管道成為制裁對象，美國政府

可對任何參與及幫助俄羅斯進行管道建設的歐洲公司實施制裁。美國國務院指出，相關的公司只要在2020年1月20日前放

棄參與便可以免受制裁。為免遭受制裁，12/21負責工程的瑞士公司Allseas公司已宣布中止有關工程，俄羅斯則隨即宣稱

可如期在2020年底前完工。但考慮到預計徵用之俄羅斯天然氣工業(Gazprom)旗下的管道鋪設船目前仍在遠東港口，移動

到波羅的海需要時間，料管道鋪設完成日期仍不免有延後可能。 

觀察美國之所以反對這個天然氣管道最大的理由就是無法眼睜睜看著歐洲天然氣的市場被俄羅斯搶占，美國也想將其生產

的天然氣賣到歐洲。但因為距離的關係，必須將其天然氣進行液化才方便運送，成本會高於俄羅斯的管道運輸。所以美國

制裁管道商除了增加其管道建造成本外，也是在暗示歐盟應該多買美國的天然氣，這樣亦能縮減美國跟歐盟的貿易逆差。

在僅剩160公里需要鋪設的前提下，預期制裁措施不太可能阻止俄羅斯興建完成該管道，但歐盟為了減少壓力，或許也會

增加向美國購買一些液化天然氣。而在該管道興建完成前，相關消息難免對市場出現干擾，但影響實屬有限，本行對於俄

羅斯指數仍維持正向看法不變。 

<能源>受貨幣寬鬆及中東地緣緊張情勢升高，能源類股仍有短多行情，然對2Q20供給過剩的擔憂為上檔壓力 

昨日(1/1)全球元旦假期休市，受美中將於1月15日簽署第一階段美中貿易協議激勵，前日(12/31) MSCI(摩根史坦利)十一

大產業指數全數上漲，其中因貿易戰和緩，預期需求將受提振，由能源指數領漲。就能源消息面：1)美與兩伊緊張情勢雖

升高，然市場尚未提升對油價的風險溢價，布油仍下跌；2)美國石油學會(API)公布上週美油庫存降幅雖超預期，然面對

1Q20原油需求淡季，預期美油庫存將於1Q20再度回升，對油價恐形成上檔壓力。受基期影響，預期1月底公布的能源類

股財報，4Q19獲利多數呈現下滑，1Q20預估將呈現盈餘年比、季比正成長，受整體市場評價面因全球央行寬鬆貨幣而上

升，目前能源指數股價淨值比低於五年均值，仍有短多行情，然上檔壓力來自於對2Q20全球油市供給過剩的擔憂。未來

油價及能源指數上行風險將來自中東地緣風險升高，損及原油生產設備，造成供需關係改變。 

投 資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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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中國華融政策支持重要性高，惟基本面疲弱恐加大債券價格波動；美T-Mobile及Sprint合併若成功有助兩者利差差

異收斂  

美國司法部(DoJ)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支持T-Mobile併購將促進偏鄉地區的5G通訊服務改善，然而近期美國14個州總檢察

長提起訴訟反對T-Mobile及Sprint合併案，其中賓州總檢察長表示兩家電信企業合併將嚴重破壞通訊服務業競爭，並透過

拉抬價格及限制網路覆蓋範圍恐將傷害當地消費者權益，據此T-Mobile科技總裁解釋兩家企業合併後將提供更快的5G寬頻

速度，並增加使用者數量及壓低市場價格以提升通訊服務品質。檢視兩家通訊服務企業Q3財報資料，T-Mobile淨財務槓桿

約為2.1倍而Sprint為3倍，若兩家合併後預估淨財務槓桿則為2.4倍，預期併購成功後Sprint與T-Mobile兩家債券利差差異

將收斂，後續聚焦1月15日法院對此合併案的聽證結案辯論。 

由於中國地方債務不斷膨脹，粗估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規模約30~40兆人民幣，2019年底傳出監管部門允許融資平台公司債

權人將到期債務轉讓予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包括中國華融、信達在內具央企色彩的四大AMC(資產管理公司)勢將參與

政府隱性債務化解的政治使命，雖然部分地方債務具現金流可預測性、有業務屬性及對地方重要性高之特性，但這些融資

平台也承接地方政府的投資方法，存在以短支長的期限錯配問題，流動性風險也可能連帶由AMC承接。中國AMC公司自

2018年以來便開始聚焦於不良債務，然而中國華融由於信託產品、資管計畫、理財及基金等結構化主體權益縮減及加提準

備金造成不良債權以外的金融資產大量縮水，其中又以信託產品縮減幅度尤大，過去建立在高槓桿上的穩定股東報酬率已

難維持，目前平均資產報酬率(ROA)僅0.3%，2019年上半年財報雖有穩定跡象，資本適足率仍約14%且逐年改善，但仰賴

批發融資的業務性質將放大波動，所幸政策支持重要性高，政府背後支持力度亦強，雖不致於出大問題，但若中國經濟維

持放緩，可能加重資產惡化的狀況，海外業務也持續在收縮，疲軟的基本面加上目前僅2~3%的殖利率水準，投資價值實已

降低。 

<匯市>紐西蘭額外的財政措施減少對貨幣政策的依賴，中長線給紐幣帶來支撐，1Q20中性看待 

紐西蘭央行關於銀行資本要求的最終決定，不僅未如預期嚴格，過渡期自 2020 年 7 月開始，期間也從原本建議的 5 年延

長至 7 年。央行的最終方案帶給銀行體系的負擔較小，這減少了對信貸狀況的可能影響，也因此減少了央行再度降息的可

能需求。近期商業信心回升，同時政府宣布斥資120億紐幣用於新的基建，這有助於鞏固央行按兵不動的觀點。額外的財政

刺激措施將使市場認為，紐西蘭央行的寬鬆週期已經結束，刺激經濟的接力棒已經從貨幣政策轉移到了財政政策。紐幣升

破200日均線，不過年尾市場清淡流動性差，需再觀察年後紐幣動能是否能維持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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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股 價 指 數 表 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2/31收盤  

原 物 料  

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林，債券指數截至12/3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2/27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外 幣  

外 匯 報 價 — 外 幣 兌 台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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