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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暨利率>澳洲大火對經濟衝擊有限，維持澳央2月降息研判 

澳洲11月零售銷售增速月增0.9%，遠優前值與市場預期，細項來看主要係服裝、百貨銷售回溫所拉動，推估與Black Fri-

day等節前買氣影響所致。近期澳洲正飽受近5個月大火肆虐所苦，截至1/13有近600萬公頃土地遭火噬，超過1500間房

屋被損毀，預估這場大火對澳洲GDP(國內生產毛額)將負面減損-0.3%，時間點在4Q19&1Q20影響最大，來自農作損害、

私人建築毀損與旅遊人數下降，但隨時間拉長，預計政府支出與重建等相關因素將逐漸抵銷短期帶來的景氣衝擊。 

展望後市，澳洲近期經濟數據仍好壞參半，火災因素短期並不會撼動央行貨幣決策，本行仍舊維持2月澳洲央行利率決策

會議降息一碼至0.5%的看法不變，隨後將保持利率政策不變。澳洲十年公債殖利率自8月陸續反彈底部墊高，符合本行

1Q20、2Q20逐季走高的趨勢研判，但在景氣未完全脫離谷底前，上檔空間將受限，維持預估澳洲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1Q20目標價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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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資金調整布局下，港陸股指數突破前高在即 

昨日(1/13)亞股表現亮眼，在美中即將簽署第一階段協議的樂觀預期，以及國際油價再度回落至65美元以下兩利多推升

下，多個重要指數攻破去(2019)年重要壓力區。昨日(1/13)香港恆生指數上漲1.1%收28954點，突破去年6月反送中遊行

後的最高點，而事隔9個月中國上證指數也再度重回3100點。如無意外，美中即將在劉鶴訪美期間簽署第一階段正式協

議，為2018開始的貿易戰畫下暫時句點。雖然美中第一階段協議不等同於美中角力的結束，但此刻緊張關係消弭，對於正

在築底往上的製造業景氣有莫大幫助。從近一個月循環型股票落後補漲，及蘋果概念股不再獨強的變化，說明資金的部位

已跟著外在環境變化而調整。若美中順利於15日完成簽署協議，亞洲循環型股票及陸股有望再挑戰去年1Q高點。 

<貴金屬>短線隨避險情緒降溫而震盪，然仍有不確定因素，國際金價逢回可留意 

美中即將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及美國取消對中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市場風險偏好上升，昨日(1/13) MSCI(摩根史坦利)

全球十一大產業指數多數上漲，其中科技股漲幅領先，而受美民主黨候選人全民醫保提案，恐壓抑私營保險公司獲利，健

護指數跌幅最重。受美伊衝突並未擴大、市場樂觀看待美中貿易關係，國際金價從近期高點回跌約2%，歐美時段暫收

1,547.9美元/盎司，預期本週美國零售銷售數據及2019年第四季財報消息，對金價推升並無助益。然基於以下六大因子，

本行對國際金價維持長線正向看待，建議逢回可留意。(1)2019年迄今各類資產價格持續走高，均出現2位數以上漲幅，未

來震盪將加大；(2)全球貨幣供給增加，對印鈔的不信任及規避對手風險，新興央行仍將增持黃金儲備；(3)政經地緣動盪：

川普政策反覆、市場擔憂英國脫歐過渡期風險、美以沙與伊朗之間的爭端，不確定性高；(4)全球債務規模創新高，其中政

府債券接近半數，若地緣政經動盪，將增加全球主權債務風險；(5)今年美元可能將較去(2019)年走軟；(6)油價處於高檔可

能趨使市場對通膨預期升溫。白銀方面，因金價高漲替代效應，預期投資需求增加及各國財政刺激政策，全球製造業指數

回溫，有助於工業需求增加，白銀可望受惠，短線價格回落後仍可留意。 

<信用>美高收債製藥商Teva訴訟問題仍存，美伊衝突提供沙國主權債利差空間 

歐健護醫療高收債中全球最大發債學名藥廠Teva Pharmaceuticals同意以5400萬美元與前員工和解醫藥回扣訴訟案，觀察

(1)Teva進行持續企業重組，計劃減少營運成本30億美元來償還債務，(2)2020與2021年Teva分別有20億美元及42億美元

債務到期，在去年15億美元再融資完成後，加上Teva每年可產生20億美元的自由現金流量，預期Teva償還今年內債務到

期流動性無虞。(3)Teva同意支付8500萬美元解決奧克拉荷馬州進行的鴉片類藥物試驗，Teva提列應付費用的訴訟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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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季6.4億美元增加至10億美元，考量潛在鴉片訴訟問題將延長高收債製藥商去槓桿時程及債信前景帶來負面影響，以醫

療設備高收債表現相對穩健。 

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計畫超額配售額外4.5億股使IPO(初次公開發行)金額來到294億美元，觀察(1)美

國與伊朗地緣衝突打擊Aramco股價一度下挫至IPO後低位34.2里亞爾造成市值雖滑落至1.8兆美元，然而油價重回每桶60美

元上方有助其營收及獲利，加上沙國配售新股增加自由現金流量有助債券價格持穩，(2)地緣衝突推升Aramco10年減5年債

券利差擴大9點，沙烏地阿拉伯主權債與Aramco債券10年債券利差兩者幾無差異，除非除非Aramco遭伊朗攻擊造成原油

產能減少或Aramco債券利差進一步擴大，當前以沙國主權債相較於Aramco相對具吸引力。 

<匯市>美中將簽訂貿易協議，美國取消中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人民幣回升至5個月來新高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13日率團赴美，如無意外，將於15日與美方代表簽署美中首階段貿易協議。另一個重要的市場消息

為美國財政部公布匯率政策報告，取消對中國匯率操縱國的認定。去(2019)年6月中國被美國列入匯率操縱國，當時市場多

認為此舉是為了遏止中國讓人民幣惡性貶值，本行當時指出，中國正苦於貿易摩擦帶來的經濟放緩問題，人民幣本就有貶

值壓力，走貶並非官方刻意之舉，匯率操縱國的認定將不會有讓人民幣出現回升的效果，反而使得市場認為美中關係惡

化，對人民幣反倒不利，其後在去年下半年人民幣也確實都維持偏弱態勢。而近期美中將簽訂貿易協議，匯率操縱國的認

定又取消，中國經濟數據有回溫跡象，使得人民幣升至5個月來的新高，在岸和離岸價格都收復6.9的價位。 

1月的月報中研判美元將維持一個上有壓、下有撐的格局，非美貨幣有輪動升值契機但難出現全面上揚趨勢。近兩週外匯市

場大致符合原先研判，美元指數大多在97上下震盪，歐元和澳幣於1月第一週出現反彈後修正，近一週則為人民幣較有表

現，本行亦維持此定調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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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13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國銀行，債券指數截至1/13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10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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