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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归队股市乘风破浪迎接元月行情，指数高档盘坚
记者 罗两莎

路透台北 12 月 27 日 - 台湾加权指数周五收涨
0.75%，周线则收涨 1.03%；展望下周，分析师指出，
下半周即迈入 2020 年，也意味着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
数，在政策续做多及外资陆续归队带动下，指数料在
12,000 点附近高档震荡盘坚，后续观察重点在外资动
向及美股表现。

他们指出，圣诞节长假结束，外资即蜂拥而至，周五台

图片来源：路透 / Sergio Perez

币汇率一路强升且攻破 30.100 关卡，最高至 30.055，
创一年半盘中新高；台股包含台积电、鸿海及大立光大

他指出，美中贸易战进入休战期，明年元月台股进入消

型股全面走扬，显示外资在即将来临的新历年长假前先

息面空窗期，大盘料呈高档震荡盘坚格局，且随指数攻

行卡位，股市乘风破浪，并为迎接 2020 年元月行情埋
下伏笔。

高，目前台股市值约在 37 兆，距离 40 兆台币仅一步
之遥。

“下周指数以 12,000 点作为政策底部区，12,682 点是
目标，倘若没有出现异常状况，随选举进入倒数，指数

华南永昌投顾董事长储祥生亦称，年底前台股将呈量缩

随时都有机会挑战新高。”新光投信董事长刘坤锡说，

高档震荡，而随下周迈入 2020 年元月，指数有机会挑

“外资可望顺势操作，下周大盘比较有机会稍做表

战 13,000 点大关，而关键在外资态度及台积电权值表

现。”

现。

分析师表示，以目前台股大盘结构来看，特定买盘只要

“这波大盘有机会挑战 13,000 点，但要靠外资推升和

拉抬台积电、大立光及台塑四宝等逾 10 档对大盘具方

台积电再攻一波。”他说，“台股主要是参考美股走

向引导的权值股，指数就有机会挑战 12,682 点历史新

势，美股只要上涨，台股就跟着涨，年底前大盘就是量

高，甚至叩关 13,000 点大关。

缩高档震荡。”

“台股与 40 兆的距离很接近，只剩下最后一里路，这

刘坤锡解释，外资 12 月下旬放长假后，台股表现相当

波就是一路玩到底，12,682 点还是会来。”第一金投

稳定，下周四台股即进入 2020 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依

顾董事长陈奕光说，“明年主战场在原物料以及 5G 概

以往经验，每年年初各欧美大型投资银行，以及大型资

念股等类股。”

产管理机构都会进行未来的布局，各种迹象观察外资持
续看好 2020 年初台股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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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圣诞长假结束后外资将陆续归队，下周成交量

分析师预估，下周台股指数交易区间在 11,850-12,500

有望扩增至 1,300-1,400 亿，甚至 1,500-1,600 亿台币

点。

水平，指数有机会进一步往上挑战 12,862 点的历史高
点。

**台币关注外资及出口商动向**

**选股不选市，看好 5G 概念股**

展望下周台币走势，交易员指出，近期受到央行尾盘调
节收回台币升幅影响，短线收盘多在 30.2 盘整，但扣

选股策略方面，刘坤锡认为，以 2019 年底外资未大动

除央行尾盘调节变数，台币主交投维持区间偏升，下周

作调整台股持股等迹象观察，表示外资持续看好台股后

若外资持续汇入，台币将有望挑战 30 整数大关。

市，换言之，目前外资没有看坏 2020 年初台股行情的
迹象，而进入 2020 年初法人料将循 2019 年的方向和

他们并称，下周初适逢年底最后两天交易日，预计出口

趋势，5G 概念股的散热族群及相关隐藏版概念股仍为

商抛汇卖需尚待去化，紧接着迈入元月行情，市场预期

热门目标。

外资将陆续归队，后续关注外资股汇市操作动向。

储祥生亦称，明年 5G 还是值得找价位布局的目标，惟

“台币都来到这了，早晚还是会去测一下 30 元大

过去一年来该族群涨幅不小，本益比亦已稍微偏高，投

关。”一位大型银行交易员说。

资人可等待低档择机进场，另外，去美化概念股及无线
蓝芽耳机仍是明年比较看好的族群。

交易员认为，由于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望签署，支
撑台币随亚币区间偏升，下周仍须留意美中贸易协商进

“量先价行，在大盘未出现 2,600 亿台币以上巨量长

展，此外，美国下周将公布 12 月 FOMC 会议记录，也

黑，以及外资未见连续三个交易日逾百亿台币卖超等拔

将影响国际盘势动态。

文件讯号之前，股市都是安全的。”陈奕光说。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周四称，目前中美双方正在
他进一步分析，在汇率和利率已被定锚且市场资金宽松

履行法律审核、翻译校对等必要程序，并就第一阶段经

之情况下，现阶段台股操作策略是选股不选市，并看好

贸协议签署等后续工作密切沟通，如有进一步消息将及

具补库存题材的面板、内存(DRAM)，另随明年进入

时发布。

5G 时代其相关新产业，以及原物料、食品和塑化类股
前景亦可期。

另位大型银行交易员并称，短线海外法人看升台币及年
底前保险业避险需求升温，近日各天期美元/台币换汇

他指出，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阶段的消息是

点折价幅度一度明显扩大，下周关注海外 NDF 折价情

中国大陆明年将向美国购买 400 亿美元农产品，“从

形或将牵动台币现货续升力道。

美中贸易谈判中看出猫腻，中国大陆如果要从美国购买
400 亿美元，表示原物料价格将往上拉，明年的主战场

在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市场(NDF)方面，近日指标

就在原物料，美中贸易协议为市场带来的投资密

一个月期美元/台币换汇点折价幅度略较日前扩大；早

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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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利差空间限缩将让交易商更难从中获利。

29.888。
另一证券商交易主管则称，下周市场关注重点会摆在美
交易员预估，下周台币兑美元汇率交易区间在 30.000-

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内容，若是中国对美国让利

30.250。

幅度超乎想象，美债殖利率应该会有所反应，不排除
10 年公债会挑战 2.0%关卡，若是如此，台债 10 年券

**关注美中贸易协议内容**

108/9 殖利率就会向 0.70%靠拢。

展望下周债市，交易员表示，由于适逢年底，周三又是

“买盘持有 108/9 的成本在 0.69%，一旦弹破，就会

元旦假期，因此交投料与本周类似，维持低量盘整格

有卖压出笼。”他说。

局，周四进入 2020 年，则将视美债表现波动，但也因
筹码因素影响，幅度料将有限。

不过该交易主管也强调，不用期待台债殖利率会喷到
哪，上方还有一堆银行、寿险买盘等着承接，108/9 殖

交易员提及，美中将在 1 月的第一周签署第一阶段贸

利率料难以跃过 0.72%。

易协议，若是协议内容明显对美国有利，则须提防美国
10 年期公债殖利率上窜至 2.0%，届时将会对台债形成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12 月 13 日曾表示，中美两国

压力。

经贸谈判代表将在 1 月的第一周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
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举

“年底了又有元旦假期，要调部位的不多了，但利率打

行仪式，共同签署本月宣布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

高一点明年比较好做。”一位证券商交易员说。

议。

他表示，近期 10 年债 108/9 殖利率以小碎步向上走

交易员预估，下周 10 年债 108/9 殖利率主要区间在

高，并非交易商不看好债市，而是刻意让殖利率能够走

0.66-0.69%。(完）

高一点，毕竟资金多、筹码少的架构在明年仍无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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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重要资料与事件一览（2019 年 12 月 30 日－2020 年 1 月 3 日）
(以下均为 GMT 时间)
日期

12/30
周一

12/31
周二

数据名称

德国 11 月实际零售销售

约 0700

香港 11 月进出口

约 0830

英国 11 月 UK Finance 抵押贷款批准宗数

约 0930

美国 11 月商品贸易收支及批发库存初值

1330

美国 11 月成屋待完成销售指数

1500

韩国 12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2300

中国 12 月官方制造业/非制造业/综合 PMI

约 0100

美国 10 月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房价指数

约 1400

美国 12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韩国 12 月进出口及贸易收支初值
1/1
周三

1/2
周四

1/3
周五

时间

重要事件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得克萨斯州 12 月制造业
前景调查(1530)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得克萨斯州 12 月服务业
前景调查(1530)

1500
约 0000

欧元区/意大利/法国/德国 12 月制造业 PMI 终值(1-3 日) 0800-0855

暂无

美国制造业 PMI 终值(1-3 日)

1445

澳洲 12 月互联网与报纸招聘广告数据(2-9 日)

0030

英国 12 月制造业 PMI 终值

0930

美国上周 MAB 抵押贷款再融资指数

1201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1330

中国 12 月财新制造业/服务业 PMI(3-6 日)

0145

台湾证交所年终记者会(0400)

英国 12 月 Nationwide 房价

0700

里奇蒙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巴尔金在一场论坛活动
中就“衰退就要来临了吗？”发表演说(1605)

香港 11 月零售业销售

0830

德国 12 月失业率及失业人口

0855

欧元区 11 月 M3 货供额年率

约 0900

泰国央行公布货币政策报告

英国 11 月消费者信贷及抵押贷款批准件数

0930

英国 12 月建筑业 PMI

0930

德国 12 月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初值

1300

美国 12 月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指数

1500

加拿大央行高级副总裁威尔金斯参加美国经济学
会的小组讨论会(1800)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埃文斯在美国经济学会
年会参加小组讨论活动，主题为“女性在央行扮演
的角色”(1815)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 2019 年 12
月 10-11 日政策会议记录(1900)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柯普朗出席美国经济学
会年会的一场关于全球经济前景的小组讨论活动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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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重要消息回顾

▪
▪
▪
▪

▪
▪
▪
▪

台湾财政部周一表示，明年第一季将发行 1,500 亿台币甲类公债，以及 1,600 亿台币国库
券；而明年首期公债为五年期公债，金额 350 亿台币。

路透中文专题新闻

台湾经济部周一称，为平衡台美贸易，已经增加对美国采购大豆、玉米、小麦、牛肉、天
然气及石油；其中，在原油部份，今年对美采购量将较去年增加 10 个百分点，换言之，
今年自美国进口原油的比重将自去年的 30%，提高到 40%。

路透中文新闻为客户提供包
括路透专题新闻、每周全球
财经新闻荟萃、以及汇市、
债市和大宗商品等多个类别
的新闻产品。

台湾经济部周一公布，11 月工业生产指数较上年同期增 2.15%，中止连续两个月负成
长；上月修正后为年减 2.64%。
台湾最大存款机构--中华邮政公司高层周一称，明年将增持台币计价债券部位 200-300 亿
台币；且将增持美元计价等外币计价债券 500-600 亿台币，届时外币债部位将突破 1 兆台
币大关。该高层并称，中华邮政明年亦将增加对台股的投资，规划将增加 100-200 亿台
币，以目前持有台股部位约 1,300 亿台币计算，明年投资台股部位将提高到 1,500 亿台
币，且将锁定 5G、人工智能(AI)及大数据等高现金殖利率的成长股。
台湾金管会官员周二称，今年整体寿险业平均外汇避险成本 2.21%，依规明年外汇价格变
动准备金每月固定提存比率仍为万分之六、每月额外提存比率及额外冲抵比率亦为
60%，皆同于今年。去年寿险业避险成本约为 2.8%。
台湾央行周二公布，11 月日平均货币总计数 M2 年增率上升至 4.14% ，创三年四个月新
高，此前新高为 2016 年 8 月的 4.51%；央行解释，主要是受资金流入的影响 ，且显示市
场资金充沛，台股资金动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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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央行周三表示，因应农历年关因素，2020 年 1 月一年定存单标售总额降至 1,000 亿
台币，将于 1 月 3 日标售，6 日发行；两年期定存单则暂停发行一次。
台湾金管会周四公布，1-11 月寿险业净汇损 2,483 亿台币，已超过去年全年净汇损 2,309
亿；至 11 月底寿险业外汇价格变动准备金余额较上月减少 11 亿至 585 亿台币，寿险业
税前损益已涵盖避险损益等影响仍尚有 1,687 亿台币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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