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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暨利率>家計消費仍為成長主力，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2020上半年挑戰1.95%  

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證實華盛頓確診一例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的利空消息令美股修正，十年期美債殖利率降至

1.787%。美國財長梅努欽在達沃斯經濟論壇表示，2020年美國經濟成長增速可能高於目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聯準

會所預期之2%，近期中美貿易協議得到進展，加上墨西哥及加拿大的貿易協定，均預期對美國成長帶來貢獻。IMF周一所

預測的美國2020年經濟成長相較於前次預期小幅下修0.1%，本次下修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全球貿易活動放緩所致。歐洲方

面，昨日公布ZEW(歐洲經濟研究中心)公布得國1月景氣預期指數大幅升至4年半新高，調查報告大幅上升主要來自於德國

內需市場逐步改善，而製造業惡化的程度有所減緩，整體而言，美國經濟成長預期維持在2%而歐洲方面則陸續轉佳，雖

目前製造業仍處於停滯的狀態，但家計消費仍為成長的動能，同時美歐物價亦維持穩定，預計利率在此環境中維持穩定，

預計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上半年挑戰1.95%，德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1Q20預期-0.15%，2Q20預期-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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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股>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加速，建議短線避開觀光概念股，股債資產平衡配置以降低短期波動  

昨(21)日受到中國武漢肺炎疫情擴散影響，港陸股出現恐慌性賣壓，恆生指數與上證指數分別下跌2.8%及1.4%。尾盤上證

指數守住3050點，但恆生指數再度失守28000點重要關卡。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國春運期間擴散速度加快應該已算入市場預

期內，且根據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經驗，疫情對資本市場及經濟的影響屬短期效應，但股市仍出現賣壓，

主要有幾個原因: 1. 目前為疫情擴散初期，官方對疫情擴散程度的掌握度不高，2. 病毒由原先認定「有限度人傳人」，變

成「持續人傳人」，3. 2019年股市表現大好，部分買盤想鎖住獲利提前出場。雖然目前事態發展的能見度極為有限，但或

許可藉由2003年SARS的經驗作簡短分析。首先，2003年SARS疫情高峰在第一例確診後100天，2002年11月中國廣東爆

發非典型肺炎(SARS)，但疫情直到隔年農曆年後的3月份才擴大到廣東以外省份或城市，其中也包含亞洲周邊國家。例

如，SARS在廣東省的高峰期是第一例確診後的第100天左右，北京的高峰期出現在第100-200天(以廣東省第一例當基準

日)。換句話說，城市因距離差異，高峰期會出現在不同時間。對資本市場反映而言，當時市場最恐慌是在廣東疫情爆發後

的50-100天，也就是疫情高峰前，亞股普遍跌幅有10-15%。不過在第100-200天，隨著疫情受到控制，多數股市最終不

但收復跌幅還創波段新高。目前在疫情爆發初期，已可看到市場採取積極避險或機會買盤(防疫概念股)的現象，如香港掛

牌的航空股由於屬於區域間連結的重要工具，算是肺炎受害的浪頭標的，近期股價跌幅超過10%，不但遜於亞洲同業，也

低於過往1月平均上漲2.8%，其次是飯店或其他觀光概念股。本行建議，雖然前次SARS經驗顯示疫情對股市或經濟的影響

為短期效應，但仍應做好平衡的股債配置來降低短期市場波動或意外性風險。 

<地產>市場變數升，房市優勢增，正向看待1Q20地產業  

1/21(二)MSCI(摩根史坦利)全球11大產業類股指數跌多漲少，因受到武漢肺炎影響，市場避險情緖升溫，但跌幅較重的族

群皆屬基本面相對落後的產業，如有供應之憂的能源、息差收斂的金融、波音停產的工業，而漲勢普遍集中在具高息與防

禦性質的產業，以地產漲幅最大，依序是公用事業、核心消費、健護等。 

年初以來，看好企業成長動能落底回升的預期一度是盤面焦點，也帶動市場鎖定成長型產業，進而推升指數走高，但在同

一時間，高息資產卻也表現不俗，月至今MSCI地產指數上漲2.4%，超越了MSCI世界指數2.1%。主要是美國地區房市基

本面仍健康無虞，如先前由全國地產經紀商協會(NAR)公佈的美國11月份成屋銷售簽約量，也就是所謂的成屋待完成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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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增長局面(較前月上漲1.2%，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漲5.6%)，顯示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態勢，因其具有領先成屋銷售數

據一個月的指標性意義，故美國時間1/22即將公佈的成屋銷售數據，市場預期有機會超越前期。 

除了基本面數據穩定表現外，REITs(不動產投資信託)的獲利能見高也是產業的優勢，一是股息能力，從各類型REITs2020的

預估值來看，平均租金成長率會落在2%~3%，與2019年差不多，二是資本增值能力，可從同店銷售成長率來看，市場預

估各類型REITs成長率平均約有2.3%，預估成長性雖較2019(2.5%)放緩但仍溫和成長。 

雖美中貿戰趨於和緩，但基礎並不牢靠，市場仍警惕變數偶發，故在央行偏鴿態度、美國房市供需結構健康，高息特性的

優勢下，本行正向看待1Q20地產股表現。 

<信用>美大型銀行財報好壞不一，高盛投資吸引力不如美國銀行與摩根士丹利；國企再爆違約，中小型地產商融資難度高  

中國疫情影響市場風險偏好，美歐高收債指數利差均擴大逾5個基點，美國投資等級債表現平穩，其中占比較高的銀行股利

差亦僅小幅擴大1個基點。美國大型銀行上季財報已幾乎公布完畢，摩根士丹利普通股1級資本適足率(CET1)在美系銀行中

名列前段班，去年第四季CET１較前季成長20個基點至16.4%，仍高於聯準會所提出的壓力資本緩衝後之門檻，稅前營餘或

營收均較前季成長，未來更專注於較穩定的財富管理部門亦有助於信用改善，即便今年摩根士丹利發債量恐高於2019年，

但以基本面及市場需求來看，應不致於對債券利差產生太大壓力；高盛投行業務疲弱拖累淨利較去年同期大減26%，CET1

則反應風險加權資產(RWA)成長下亦較前季減少30個基點至13.7%，其核心業務及涉及馬來西亞國家投資基金1MDB弊案的

法律風險仍是目前市場聚焦之處，高盛為1MDB案提列的11億相關費用低於市場預期的20億美元，未來獲利壓力仍存，惟

高盛宣布重組主要業務部門財報方式，更接近同業的揭露方式將增加其財報透明度，對債信為一利多，然在歷經2019年利

差大幅收斂後，高盛現階段投資吸引力反不如較高評等的美國銀行與摩根士丹利。 

青海省投未如期支付3億美元債券之應付利息，為2個月內第二家違約之國企，中國債市再度引發關注。為減輕即將到來的

融資壓力，過去1個月多家中國地產企業進行配股融資，龍頭地產商融創中國募集了80億港幣資金，此次籌措資金約占目前

股本的4.2%，有助改善資本結構，但相較於3070億人民幣的負債規模，降低槓桿效用不大，惟若加上銷售成長及債務成長

速度放緩，未來12~18個月營收/調整後債務比率預期將自去年中的59%提升至75%，利息保障倍數也可望自2.8倍提高到3

倍。今年以來中國企業積極於海外發債，光1月上旬發債規模便逾60億美元，大型房企如碧桂園便占了10億美元，融創中國

及龍湖集團也名列其中，良好的融資環境化解一部分風險，然發債成本卻有極大差異，龍湖集團12年期債券利率僅3.5%

~4%，體質較差的佳兆業票面利率則逾10%，信用分化情況料將延續，中小型地產商融資難度仍高，大型龍頭房企較易取

得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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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市>人民幣稍有修正，歐元有反彈空間但還難有太大波段的升值趨勢 

昨(21)日全球股市偏向下跌，美元指數則收平，人民幣在近一個月的升值之後，近兩日出現較明顯的修正，中國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的擔憂或為人民幣修正的理由之一，惟走勢上應偏向逢高的修正而非趨勢的扭轉，澳幣和南非幣近一週也有一定程

度的修正走勢。日本央行會議維持先前的政策不變，略為調升經濟成長的預估，但也表示要談到縮減量化寬鬆還為時過

早，日圓對會議結果反應有限，不過因市場整體避險情緒略微提高而使日圓稍有走升，本行維持日圓在近半年的修正後價

位已具吸引力的看法不變。德國智庫ZEW公布的1月經濟景氣指標從前月的10.7上揚至26.7，本行先前預期的景氣落底復甦

仍在軌道上，本行認為美元盤整、歐元區經濟數據復甦的情況將帶給歐元一些反彈的空間，但在歐洲央行明確改變目前寬

鬆態度前，歐元難有大波段升值空間。 

<歐洲>景氣數據趨穩有助轉化為實質企業獲利，進而帶動資金對歐股的青睞 

昨夜歐股受到市場對於中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擴大的擔憂影響，開盤追隨亞洲股市下挫，收盤前則是受到德國ZEW調查數

據出現顯著優於預期的數值所提振，跌幅逐步收斂，終場僅小跌0.09%。 

時序逐漸進入財報發布期，從目前至1月底約有38%的歐洲企業將陸續公布4Q19財報數據，其中包含健護、核心消費、銀

行、科技、能源等產業。最新預估數據顯示，市場對4Q19獲利成長預期從原先之5.5%下修至2.5%附近，獲利預估下修主

要多來自循環性產業，而非循環性產業則多出現小幅上修，這與過去幾季的狀況相去不遠，反映景氣尚未顯著回溫前，市

場對財報的預期仍偏保守。 

觀察2019年美中貿易戰對全球景氣產生的負面影響已確實反映在企業獲利表現，全年獲利成長降至個位數的狀況幾乎已成

定局。然而，隨美中第一階段協議簽署後，企業獲得喘息空間。加上貨幣寬鬆已令全球PMI(採購經理人指數)數據出現落底

跡象，本行研判景氣趨穩 跡象日漸清晰下，後續

應能轉化為實質企業獲利 數字，進而幫助吸引資

金推動後續歐股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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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Bloomberg , 截至1/21收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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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券 指 數  

資料來源：美國銀行，債券指數截至1/21收盤。  

*殖利率、利差與存續期間截至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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