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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遭標普調降信評
基金配置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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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管部【阿根廷遭調降評等即時報】



阿根廷遭標普調降評等之分析

Source：華銀財管部資規科彙整

【事件原由】：
• 信評機構標普（S&P Global Ratings）調降阿根廷外幣債券和本地

債券的評級，降至「選擇性違約」（selective default）。
• 標普聲明表示：「阿根廷政府一直無力支付，單方面將短期債券的

到期日延後，依據我們的標準，這構成違約。」
阿根廷財長28日表示，將與債權人和國際貨幣基金（IMF）協商重整債
務，希望將延後償還70億美元的短期債券，並尋求重組500億美元的長
年期公債。另外，阿根廷也將與IMF協商已經收到的440億美元紓困金償
還事宜。

【市場反應】：彭博巴克萊新興市場國家美元主權債指數8/29日跌-0.03%
彭博巴克萊新興市場國家當地貨幣主權債指數8/29日變動0%

彭博巴克萊新興市場國家美元主權債指數

彭博巴克萊新興市場當地主權債指數

2019/7/31 2019/8/12

反應不大



阿根廷遭標普調降評等之前因

【市場當天反應】：其他跌幅較深的國家多為非洲產油國，主要
下跌仍受近期油價波動所影響，與阿根廷事件的直接關聯不高。
8/12摩根新興市場債券指數下跌0.98%，當中阿根廷單一國家約貢
獻0.62%的跌幅，其他國家所受影響非常有限。

【事件前因】：
阿根廷總統初選結果出爐，現任總統馬克里（Mauricio Macri）的
得票率為 32.08%，遠不如在野黨挑戰者艾柏托．費南德茲
（Alberto Fernandez）的47.66%。11日的初選被廣泛視為10月大
選的預演，阿國12月上台的很可能是走保護主義路線的政府，恐將
採取匯率與資本管制政策，打散馬克里好不容易重拾國際市場信心
的努力成果。市場擔心，費南德茲和他的競選搭檔，前總統克里斯
提娜．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將嘗試重
新談判阿國債務，以及和國際貨幣基金的協議。



綜合券商看法之彙整

1.若阿根廷真進入債務重整(涉及減計本金)，如花旗和美銀美林預期，
投資人可拿回本金低於40元。歷史上主權債違約之平均回收率為四成；
而阿根廷2001年違約之回收率為三成(當時與IMF翻臉、毀約)。因此，
即使未來有債務重整，8/28主權債約45元左右，實已反應大部份的悲
觀情境。

2.財政部提債務展延，但不減計本金或利息：
˙ 摩根士丹利證券(8/29)：隨著債券價格已逼近40元，下檔的風險已
有限，假若再繼續修正，或許可以考慮開始進場加碼
˙ 彭博資訊研究(8/29)：由於市場已高度預期將有債務重整，因此財
政部的債務展延計畫，應不至於引發太大恐慌。若債務展延計畫順利
進行，有助於減緩美元需求、舒解披索壓力，但懷疑是否能達到希望
的成果



富蘭克林之評析

˙ 市場對於阿根廷可能發生債務違約或是無法履行與IMF貸款協議的擔憂
加劇，擔心金融危機或經濟大幅衰退風險增加。然而，我們並不認為
這是基本情境，因為若此，將是政治性自行斷送於國際籌資的管道。
不過，團隊將持續關注費南德茲陣營提出的政見內容。

˙ 費南德茲(男)的民粹色彩沒有像前女總統克莉絲提娜來得重，雖然費
南德茲曾是前朝克莉絲提娜時期的幕僚，但那時因為與克莉絲提娜一
些政策的歧見而選擇離開其陣營，顯示其有獨立的個性。費南德茲截
至目前主要是抱怨IMF的貸款計畫並非真的有利於阿根廷，其真正訴求
的政策細節仍需要更多資訊。然而就選舉而言，選前或許立場會較激
進一些，但當等到坐上總統的位置，經濟的穩定就會被擺在優先

已持有部位投資人建議： 基金目前持債中以阿根廷資產受到選前不確定
性之干擾較為明顯，無法忍受此波動的投資人，可考慮部份轉入阿根廷比
重較低的坦伯頓全球債券基金。



【關懷基金名單】
華南銀行截至7月底基金，持有阿根廷債券比例3%以上之名單

註1：【排名】是以本行架上基金依新台幣信託金額排序。 註2：【阿根廷債券比例】之計算以晨星系統之2019年6月30日公告為準。



後續基金配置之操作建議

圖片來源：VideoBl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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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為王】

1. 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2. 摩根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
3. 施羅德環球收息債
4.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基金

【黃金當道】

富蘭克林黃金基金

【未來觀察重點】
國際貨幣基金態度於9/15將做出第五批貸
款撥放的審查結果。截至8/28，官員表示
未來將與阿國官員保持連繫，會在此艱困
時期繼續支持阿根廷。
若擔心含阿根廷債券比例較高之基金淨值
波動較大，可轉往複合債、亞債或黃金等
避險資產型基金，推薦商品如下：



附錄：
基金一分鐘話術



主動管理存續期間，靈活掌握投資機會。

槓鈴策略(兼顧積極與防禦性配置)有效創造較佳投資結果。

多變環境下，槓鈴策略攻守兼備，兼顧債信品質與報酬潛力。

均衡配置信用債券與調整存續期間，追求高水準收益同時降低波動風險。

美元月配級別年化配息率約5.19%

【基金推薦】聯博-美國收益基金

2019/8/30 9

基金代碼-

前收
1608-美元
1614-美元月配
1630-歐元月配
1649-澳幣避險月配
1655-歐元避險月配
1669-美元穩定月配
1670-澳幣避險穩定月配
1697-英鎊避險穩定月配
16A3-南非幣避險穩定月配
後收
16B7-美元穩定月配

市場展望

基金特色

政府債與信用債鮮少同時表現落後，因此皆是經理人核心配置標的。

美國現階段經濟基本面尚屬穩定，即使景氣放緩為長期趨勢，但無衰退之
虞，並預期高收益債的違約率將維持低檔。

聯準會態度轉變，升息暫緩有利債市表現，美國國庫券具投資價值，但須
精挑細選。

民粹主義當道、全球貿易摩擦加劇，皆可能使地緣政治情勢持續緊繃。

基金績效(代碼1614，%)-截至108.8.23晨星

本月以來 近一季 近半年 近一年 標準差(年) 夏普(年)

1.82 4.52 7.61 10.10 3.05 2.90

詳細資訊請參閱基金月報

複合債優選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風險屬性RR3



【基金推薦】摩根美國複合收益債券基金

基金代碼-

0157-年配美元

0182-月配美元

0188-累積美元

01G1-後收月配美元

基金配置

基金特色

基金績效(代碼0182，%) - 截至108.8.23晨星

本月以來 近一季 近半年 近一年 標準差(年) 夏普(年)

2.10 4.47 7.15 8.78 3.12 2.10

詳細資訊請參閱基金月報

 避風港-無畏空頭，市場震盪期間避風港，成立16年有14年為正報酬

 瞄準美國各種高評等債券，平均信評A+

 信評分布：近九成投資於投資等級債券，逾五成投資於AAA級債券，高防禦力

 產業分布：減碼美國公債，加碼金融資產證券、商用不動產抵押證券等資產

證券化標的

 低波動-基金分散投資債券逾2,000檔，波動度低

 美元月配級別近一年平均年化配息率3.4%

複合收益

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風險屬性RR2



【基金推薦】施羅德環球收息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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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代碼-

24A8-美元

24A9-月配美元

24B1-月配澳幣避險

24B2-月配南非幣

市場展望

全球主要國家及新興市場央行吹起降息風，有利企業等債券表現。

美中持續貿易戰/巴西年金改革等事件仍存在不確定性。

義大利政治局勢變化、英國新首相強森上任導致硬脫歐機會增加等不確定性因
素仍在。

高收益等單一債券波動度升高/投資人更應尋求低波動的債券投資組合。

基金特色

債券全方位投資解決方案/提供具吸引力的配息率及BBB-投資級信評。

同時投資全球已開發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債券/每月提供約5.25%年化配息率。

採取由下而上基本面主題式個別選債/搭配由上而下總經模型的風險管理。

美元月配級別年化配息率約5.25%

基金績效(代碼24A9，%)-截至108.8.23晨星

本月以來 近一季 近半年 近一年 標準差(年) 夏普(年)

0.44 3.78 6.57 8.06 2.92 2.51

詳細資訊請參閱基金月報

環球收息

風險屬性RR2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基金推薦】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基金配置

基金特色

詳細資訊請參閱基金月報

 投資於在亞洲國家註冊或從事大部分經濟活動的固定收益有價證券

 約八成配置於投資等級債券，二成配置於亞洲高收益債。

企業債為主、政府債為輔：基金目前約53%投資於中國、印尼、印度、南韓、
馬來西亞等新興亞洲國家企業債；另約37%鎖定政府機構相關債券標的 (至
2018/11/30)，兼顧收益與安全性。

 亞洲債券發行人信用評等獲得調升，信用基本面持續改善。

 亞洲債券優勢:

(1) 相較歐美地區而言，亞洲主權債殖利率較高，且負債比例相對低。

(2) 相較歐美地區而言，亞洲國家央行較有降息空間，有利亞債利差收斂。

(3) 亞洲地區房地產需求穩定，人民儲蓄率高，有利於債券投資。

 美元穩定月配約5.02%、澳幣月配約4.64% (資料來源:貝萊德，2018.12.31)

 中美貿易戰對亞洲債券衝擊較低，且中國政策偏向寬鬆維穩，有利亞債。

亞債首選

基金績效(代碼30D3，％)-截至108.8.23晨星

本月以來 近一季 近半年 近一年 標準差(年) 夏普(年)

0.96 3.55 6.98 9.81 2.91 3.16

基金代碼-

30D3-美元穩定配息

30D9-澳幣避險穩定配息

3075-美元

3076-美元月配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風險屬性RR3



【基金推薦】富蘭克林黃金基金

2019/8/30 13

基金代碼-

1301-美元

市場展望

聯準會態度繼續維持鴿派，降息預期升溫

市場資金持續看多黃金價格

全球央行購入黃金需求強勁

市場上修金屬類股獲利目標，並預期今年獲利可望逐季走揚

黃金波動較大，投資人須衡量本身風險屬性，酌量以10~15%的資金配置，波
段操作或酌量低接的方式納入金礦類股，做為分散投資組合之角色

基金特色

成立於1969年，經歷市場多空考驗，為國內核備8檔境外黃金及貴金屬基金中
歷史最悠久

佈局較多於長期金礦儲量之金礦廠商約佔63.35%

投資組合中逾7成投資在中小型企業

基金績效(代碼1301，%)-截至108.8.23晨星

本月以來 近一季 近半年 近一年 標準差(年) 夏普(年)

8.45 43.57 22.31 52.53 28.75 1.89

詳細資訊請參閱基金月報

黃金傳奇

風險屬性RR5



風險警語暨免責聲明
本資料係華南銀行財富管理部整理分析各方面資訊之結果，僅供行內教育訓練參考，本公司不作任何保
證或承諾，請勿將本內容視為對個別投資人做基金買賣或其他任何投資之建議或要約。本公司已力求其
中資訊之正確與完整，惟不保證本報告絕對正確無誤。未經授權不得複製、修改或散發引用。如有錯漏
或疏失，華南銀行及其董監事與受僱人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受託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同意生效，惟不表示絕無風險。本文所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金之
績效。基金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基金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外，不負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基金公開說明書 。
此外，委託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匯率走勢亦可能影響所投資之海外資產而使資產
價值變動。投資內容如涉新興市場之部分，因其波動性及風險程度可能較高，且其政治與經濟情勢穩定
度亦可能低於已開發國家，而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
依金管會規定，投信基金直接投資大陸地區有價證券僅限掛牌上市有價證券，境外基金投資大陸地區有
價證券則不得超過該基金資產淨值之10%，投資人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風險。
由於高收益債券之信用評等未達投資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且對利率變動的敏感度甚高，故此類基金可
能會因利率上升、市場流動性下降，或債券發行機構違約不支付本金、利息或破產而蒙受虧損。此類基
金不適合無法承擔相關風險之投資人。投資人投資以高收益債券為訴求之基金不宜占其投資組合過高之
比重。
基金配息率不代表基金報酬率，且過去配息率不代表未來配息率；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部份基金或所投資之債券子基金，可能投資美國Rule 144A 債券，該等債券屬私募性質，較可能發生流
動性不足，財務訊息揭露完整或因價格不透明導致波動性較大之風險，投資人須留意相關風險。
有關基金應付擔之費用（含分銷費用）已揭露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及投資人須知，投資人亦可至基金資
訊觀測站（http://www.fundclear.com.tw/）查詢。

http://www.fundclea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