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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體 經 濟 與 利 率 市 場 展 望  

<總經暨利率>中國貿易數據透露供應鏈重組故事仍將延續 

海關署公佈以美元計價12月中國出口增速年增7.6%，進口年增速躍升16.3%，進出口數據均大勝市場預期與前值。細項來

看，中國出口至新興亞洲國增速成績最亮眼，尤至東協、台灣出貨暢旺，顯見歷經貿易紛爭後，全球產業鏈重組故事將持

續。受惠低基期，中國進口年增幅達雙位數成長，且已連三個月進口月增幅穩定回升，推估官方穩增長政策漸發揮作用，

也驗證本行建置的中國景氣動向指數發出景氣可望在4Q19築底的訊號。 

展望後市，全球景氣2020年有望較2019年溫和成長，中美貿易將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上述可望穩定中國出口產業的信

心。官方年初寬貨幣政策並未因短暫高物價而制約，包括存量貸款利率與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掛勾，並同步實施全面降

準0.5%，意味進入2020年中國三大政策收官時刻，3月兩會在即，官方更將力保穩定金融情勢護航景氣。綜合考量基本面

有望回溫，貿易紛爭緩解恢復信心，寬鬆貨幣政策持續及考量財政部2020年發債計畫中，中國兩年期國債供給明顯增加，

推估中國兩年期公債殖利率國債利率目標價1Q20、2Q20分別為2.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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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金融股財報率先開跑，市場先前較審慎保守的獲利預估可望令結果優於預期，得以支撐美股的高評價 

美股開高走低，標普500指數下跌0.15%收3283點，投資人陸續調節資金，類股輪動迅速，今年以來漲勢最大的科技、通

訊服務類股攻擊力道走緩，房地產、公用事業、非核消費類股有後來居上的態勢。市場消息指出美國商務部將擴大對華為

禁售範圍規定，美股期貨早盤下跌約0.2%，有限度的下跌顯示市場仍認為這對美中關係不會有太大影響。美中已簽署第一

階段貿易協議，在生效後，美國仍維持對中國2500億美元25%的關稅及另外1200億美元7.5%的關稅，進入第二階段協

商，估計變數仍高。4Q19超級財報週登場，美國各大銀行率先公布財報，相較4Q18全球股市慘跌影響業績，4Q19金融

業獲利大受提振，包括花旗、摩根大通銀行等財報結果優於市場預期，農曆春節期間適逢美國重量極科技股財報公布，預

估4Q19科技獲利可望相對亮眼，目前標普500指數未來12個月預估獲利本益比為18.6倍，已接近10年高峰，觀察預估

4Q19美企盈餘年增率落至-0.3%，4Q19獲利預期較佳的產業包括科技、金融、公用事業等族群，獲利預期較弱的產業集

中在非核心消費、工業、能源等族群，在美中貿易停戰及製造業景氣築底回溫情況下，市場先前較審慎保守的獲利預估可

望令結果優於預期，得以支撐美股的高評價。 

<健護 >預期4Q19健護財報表現佳，然1Q20受美總統初選影響震盪加大，2Q20表現則將優於大盤 

受金融股財報優於預期，然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並未撤銷或調降中國進口關稅，昨日(12/2)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十一

大產業指數漲跌互見，因資金風險偏好降溫，以健護類股表現較為突出，而科技類股受財報表現憂喜參半，下跌0.5%，表

現較差。健護4Q19財報將陸續公布，由聯合健康集團、嬌生、諾華、亞培打頭陣，預估4Q19上述企業的營收盈餘成長率

多為正成長。美國今年度藥價平均漲幅為5.2%，雖低於五年均值，然持平去年，其中若干暢銷藥物漲幅在5~10%之間，

高於均值，加上去年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批准新藥數為近20年來第二高，均有助於延續藥廠盈餘成長動能。然1Q20

流感發病率飆升，死亡人數增加，恐對醫療保險機構造成獲利壓力。預期1Q20受美國總統初選期間，關注重點仍在醫

改、降藥價政策，加上評價面不便宜，健護指數震盪將加大，然其影響將在選前六個月後淡化，2Q20指數表現將優於大

盤，股價若有修正仍可留意。 

<信用>美政府明定電子菸政策有助菸草債表現，墨西哥政府今年首發美元債吸引超額認購 

美國食品藥物監管局(FDA)宣布電子菸禁令僅適用於部分具薄荷及水果口味的電子煙以降低對青少年健康危害，而薄荷

醇、菸草口味的電子煙則不適用，觀察(1)美國總統川普於月初表示電子菸並非永久禁止，經由政府確認安全無虞後仍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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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2)信評機構穆迪指出電子菸公司已預期FDA禁令明確決議將這些產品下架，往後電子菸公司有新產品需向提出申請核

准上市，預期對電子菸生產商影響程度有限，(3)美國菸草投資級債利差達130點，相較非循環消費企業債及美國投資級債整

體指數利差高出30個基點以上，菸草企業債孳息仍相對具優勢，考量電子菸政策明確公布後並非完全禁止輔以孳息吸引

力，預期仍有機會成為推升今年美投資級債助力之一。 

墨西哥政府今年度首次出售10年、20年及30年期美元主權債共30.5億美元，觀察(1)貿易戰趨緩預估墨西哥今年經濟成長將

由零成長小幅上升至0.9％，此外，市場預估墨西哥央行仍有100點降息空間來緩解包含汽車在內的製造業活動放緩衝擊，

(2)墨國的財政盈餘有助於避免主權信評遭降評，市場悲觀預期則假設信評機構穆迪今年可能調降墨西哥主權信評一級，然

而即便信評調降後墨西哥於三大信評機構主權信評仍保持投資級之上，與主要國營企業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調降一級後

就變垃圾級有所不同，(3)由於此次出售10年主權債殖利率約當高於美國10年公債150個基點，孳息吸引力讓此次債券發行

獲得3.5倍超額認購，考量當地匯價有可能受到信評機構降評、美國大選及明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等風險事件因素走貶，以主

要貨幣計價主權債來取得穩定孳息報酬。 

<匯市>日圓貶至8個月來新低，惟再貶值的空間已限縮  ，可基於避險進行配置 

昨(14)日美元指數盤中走高，不過在公布美國12月不如預期的通膨數據後，美元回吐盤中的漲幅，通日大致收平。日圓方

面，在月初時一度因美國和伊朗間的摩擦，避險需求推動日圓走升，其後在美伊摩擦未升級、美中將簽署貿易協議的正向

消息影響下，日圓快速回貶，昨日一度貶至110.2，為8個月以來的新低。從日圓的日線圖觀察，自去(2019)年8月以來日圓

即進入貶值趨勢通道，和全球金融市場轉向樂觀的時間相當一致，顯示在日本央行持續沒有新表態的情況下，日圓主要隨

著市場情緒而動。不過若從較中長期的角度來看，近兩年日圓其實大致呈現大區間震盪的格局。在經歷近期的貶勢後，再

貶值的空間已經限縮，目前價位具備一定吸引力，且可作為外幣配置中的避險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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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14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國銀行，債券指數截至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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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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