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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暨利率>IMF預估全球經濟成長升至3.3%，全球寬鬆貨幣政策支持景氣擴張  

IMF(國際貨幣基金)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上升0.4%至3.3%，2021年至3.4%，預計製造業和全球貿易活動於2021年轉

佳，雖進出口增速小幅下調至2.9%，但仍遠優於2019年之1%，同時全球成長受惠於全球央行寬鬆貨幣政策，IMF預估量

化寬鬆政策為全球經濟成長帶來0.5%的貢獻。整體而言，本次IMF報告預期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好轉，然相較於2019年

10月的預估仍小幅下修0.1%，主要的負向貢獻仍來自於4Q19貿易環境仍表現疲弱，本行認為，在上周中美貿易第一階段

談判達成協議後，貿易環境惡化的可能性降低，全球央行寬鬆貨幣政策將繼續支持景氣溫和成長，主要國家利率在溫和成

長極寬鬆的環境下將維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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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巴西央行擁有降息空間進一步推升經濟復甦前景，原物料及內需產業齊漲，看好巴西1H20表現  

巴西IBOV指數上漲0.3%收118861點，延續去(2019)年24%的漲勢，巴西今(2020)年以來累積上漲2.8%，主要由原物料及

內需產業消費、醫療類股帶動上漲。鐵礦砂價格今年以來漲勢強勁，在2019/11/19跌至每噸80美元以下後如今回升至95

美元，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訂定，有利原物料商品價格信心回溫，巴西IBOV指數前三大權重股之一淡水河谷(Vale)2020

年獲利亦跟著水漲船高。此外，在第一階段協議中，中國在未來兩年內將從美國購買320億美元的農產品，這可能會影響

巴西的貿易收支平衡，巴西農產品出口至中國佔總出口比重達14%，儘管如此，由於(1)美國大豆的價格優勢不如巴西，

2020年中國大豆進口量的成長仍需要從巴西進口。(2)巴西有條件作出反應，向其他市場擴大出口，故整體衝擊或將不如

預期嚴重。年末至第一季正值美國大豆上市期，美豆採購出現好轉現象，第二季隨著巴西大豆的成熟和收穫，中國大豆的

進口的預期將會加強。巴西連續四次降息將利率壓至4.5%歷史新低水準，2019年通膨水準為3.91%，低於央行目標中值

4.25%，給予央行持續降息空間，有助推升個人消費及投資與信貸成長，預期巴西2020年GDP可望成長2%，且財政赤字

將進一步得到控制，疊加美元強勢格局不再，看好巴西股市1H20表現機會。 

<科技>美法數位稅爭端暫休兵，科技業回春之路少了一項風險變數，正向看待科技產業 

1/20(一)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漲跌互見，但因美股休市使各類指數漲跌幅有限。而原油價格波動較

大，一度攀高後回吐部分漲幅，因對全球供應充足的預期沖淡了伊拉克和利比亞局勢引發的供應之憂。另外，繼美中簽署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彭博引述一位外交官指出，到2020年底前，法國和美國將會同歐洲夥伴國繼續磋商，致力就科技公

司數位稅達成一套全球性架構。 

在2019年7月法國開徵數位稅以來，美國科技數位服務巨頭首當其衝成為被課稅目標，也引來美國川普準備對法國進行關

稅回擊，如今，美法雙方有意找出平衡點，意謂著美法兩國暫且放下數位稅爭議，雙方於年內互相祭出懲罰性關稅機率

降，對相關科技族群盤面的干擾也會降低。 

隨著美中貿易戰情勢和緩，券商也持續增強對2020年製造業展望，步入2020年1月，JP Morgan即上修2020/3~2020/9

上游半導體出貨量預估值，若逐月應驗，料全球製造業產出數據也會漸入佳境，進而提振製造業整體產業鏈及信心層面，

本行正向看待科技產業。 

<信用>2020投資等級債、新興債強勢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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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資金強勢流入全球債市，根據美銀美林證券統計，至2020/1/16，全球債市共獲289億美元資金淨流入，其中以投資等

級債、新興債市最為受惠。資金除了流向ETF及共同基金，美國初級債市亦相當熱絡，1月以來美國投資等級債發行量已逾

97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大幅成長，且普遍獲2~3倍的超額認購，1月本就為密集發債期，過去四年該月份平均債券供給量

達1290億美元，預估今年亦可輕易達此目標。美、歐、日等成熟國家央行持續擴張資產負債表，且美國還能夠維持1%

~2%還不錯的經濟成長，殖利率水準又相對於歐、日高，造就美投資級債目前利差已低於100個基點、持續逼近歷史低檔，

以評價面來看雖多偏貴，但若近期公布的企業財報沒有帶給投資人太多的負面驚喜，利差暫也不會大幅擴大，較低評級的

BBB等級債現階段相對具利差優勢，隨著美中第一階段貿易談判暫告一段落，海外營收占比較高的企業獲利動能可望受惠。 

今年來資金流入量第二多的新興債市已連5週獲資金淨流入，主要貨幣主權債占淨流入量的56%，ETF及機構投資人則為大

宗，流動性誘因在債市投資占了極為重要的因素，隨著ETF規模逐漸壯大，ETF的資金流向對新興債市的影響力也愈大。以

歷史經驗來看，新興債市上半年資金流入量往往高於下半年，在全球低利率環境下，輔以新興經濟體與成熟國家成長動能

差異拉大，新興主要貨幣主權債挾5.4%的殖利率水準應可續獲資金青睞。三大新興債市中，財政體質良好的亞洲國家債市

仍是相對穩健的標的，部分亞洲國家貨幣在人民幣的趨動下或可維持強勢；而拉美債市擁有相對較高利差、經濟可望自

2019年谷底進入循環性復甦、高Beta等優勢，在市場氣氛維持樂觀的情境下，拉美債市表現可望相對突出，惟部分小國家

政治不確定風險可能造成拉美貨幣波動風險較高，拉美債市建議以美元主權債為優先。 

<匯市>美元盤局不變，新興貨幣有良好表現，本週關注歐日央行會議結果  

昨(20)日美元指數一度走高至近一個月來的新高，其後又回吐漲幅，97之上的盤整格局始終不變，外匯市場整體而言也都維

持平靜，波動度維持在金融海嘯以來的新低附近，人民幣則為近期表現相對優異的貨幣，在美中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

後，人民幣已自7.0以上回升至目前的6.85附近。中國的經濟數據表現有所好轉，除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回升至50

的景氣榮枯線以上外，國際貨幣基金(IMF)公布的最新經濟成長預估當中，將今(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下修0.1個百分點，

中國卻逆勢調升至6.0%，重燃保六的希望。在外匯市場平靜、人民幣穩定的助力下，新興貨幣近一個月有不錯的表現，避

險貨幣日圓則貶至8個月以來的新低，不過日圓在日本央行2016年開始不再擴大寬鬆後便已進入大區間的震盪格局，預期再

貶空間已有限。本週外匯市場關注焦點包含歐日央行利率會議、歐日製造業PMI初值，預期歐日央行皆將維持目前政策不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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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價指數表現  

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20收盤  

原物料  

債券指數  

資料來源：美國銀行，債券指數截至1/20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17 

外匯報價—外幣兌外幣  

外匯報價—外幣兌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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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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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