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瞭解更多我們目前的觀點和對未來的展望，
請查看全球投資展望 ( The Global Investment Outlook )。

2018 新的一年

全球投資展望
全球經濟正在以七年來最快的速度增長，這有賴於多個有利因素所促成。經濟廣泛擴張到各個領域，
而且沒有呈現走軟跡象。信心指數保持強勁態勢，對風險投資的興趣也助長著宏觀經濟的勢頭。

全球擴張動力加強
隨著金融危機的慘痛記憶逐漸消退、新一代商業領袖
崛起、非理性本能再度活躍，加上商業投資回升，我們
越來越覺得在過去十年大部分時間困擾經濟增長的陰霾
最終可能會消失。驅動經濟增長的另一個因素是金融
狀況保持良好，當中有賴於政府債券收益率仍然偏低、
信貸息差收窄、股票和油價上漲到適當的水平，正好
能支持著全球經濟增長，也不至於對石油出口國造成
打擊。展望未來，我們預期國家生產總值將進一步
走強，並高於市場一致預期，通脹也會進一步上升，
並超越市場一致預期。我們預測全球國家生產總值在
2018 年的增幅將會從之前的預測上調，達到 3.8%。
2018 年的增長速度應該超過 2017 年，這也是幾年來
最快的速度。

市場也容易受到較高的借貸成本的影響，原因是在
當前普遍低收益的環境下，有多種依賴槓桿活動來
提高回報的新奇投資項目。幸好當前的環境也有
很多有利的發展形勢。這些發展有賴於經濟頹勢
開始消散、壓抑通脹的結構性因素減退，以及政府，
特別是美國政府有機會推出財政刺激計劃。

美國大選後的樂觀情緒依然存在
在一年前，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似乎顯著提升了
全球的信心。這種樂觀的情況是否合理有待商榷 --------特朗普提出的政策，在含義上極其量只是好壞參半，
而且到目前為止，很少能夠成功實施。這些政策除了
對美國本身有利之外，對其他國家有利的卻極少。
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大選剛結束時，消費者和
企業都開始對大選後的經濟前景更有信心，而這些

挑戰依然存在，但也存在上升潛力

樂觀情緒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我們高於市場預期的觀點，可能會受到有一些風險的

美元牛市已達到成熟期

挑戰。商業週期正在老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世界
多個地區的國際關係變得岌岌可危。歐洲政局躲過了
幾次平民主義威脅之後，現在多國分別又面臨選舉、
獨立運動和民族主義政府等構成的挑戰。鑒於中國
經濟穩定增長，債務指標也有所改善，其風險已經
減退，但中國經濟仍有可能逐漸減慢，而企業債務
高企也容易受到利率上漲所衝擊。加拿大的房屋

美元上漲勢頭快要結束，但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可能
還需要幾年。鑒於當前的環境，外匯波動不再主要受
美元走向所驅動，而是受每種貨幣相對的優點所驅動，
因此，現在需要的是耐心。展望未來，驅動增長和國際
收支動力的差異可能是關鍵因素。因此，我們預測歐元
和日元的表現會優於英鎊和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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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阻力可能限制通脹回穩

全球股票與其公平價值的差距幅度收窄，更需要

多個因素顯示明年通脹將會上升。商品價格已經回升，

依賴盈利增長以維持牛市格局

發達國家的經濟正接近其全面的潛力，我們也察覺到

全球股市繼續受到全球同步擴張和全球企業利潤增長

在勞動力市場日益緊張的情況下，工資隨之而上漲。

優於預期的支持，但近期的上漲把股票推高到接近公平

然而，一些結構性壓力卻抵消了這些有利的因素，

價值。特別是標準普爾500指數在公平價值區間的中位

有可能限制通脹上升的速度。這些阻力包括人口結構

徘徊，雖然我們的模型並沒有暗示股票價格的昂貴程度

的不利因素、全球一體化的影響以及一些技術引發的

已趕上其他受歡迎的投資，但我們認為要謹慎地把總體

通縮。要清楚的是，通脹仍可能加速，而且機會頗大，

回報的預期降低，並注意未來幾個月可能出現較大的

但幅度不會像傳統模式顯示般大。

波動。沒有估值上漲的支持，股價進一步上漲將可能由
企業盈利增長所驅動。事實上，盈利已有增長，分析師

為了應對經濟轉強的情況，各國央行繼續收緊
寬松政策

對這有利發展態勢的可續性感到樂觀。美國減低企業稅
可以提供額外的盈利增長，而市場已把這預期有可能

隨著經濟增長回升，經濟疲軟情況減弱，通脹開始

產生的部分變化計算在內。鑒於當前的估值，如果企業

上升，各大中央銀行紛紛採取應對措施，逐步撤走

盈利不足，和或美國國會未能推行建議的稅改，股票

極度寬松的貨幣刺激政策。由美聯儲帶頭，加拿大

將會容易受到打擊。

中央銀行(BOC) 和英倫銀行 (BOE) 同時開始緊縮政策。
其他中央銀行，如歐洲央行(ECB) 雖然尚未採取緊縮

資產組合：維持股票比例較高，債券比例較低

行動，但至少已開始減低推行經濟刺激計劃的速度。

我們的基本預測是經濟增長持續改善及通脹回穩，
主權國債券的預期回報特別缺乏吸引力。收益率上升

我們的模型顯示，全球債券收益率仍然過低

造成的資本虧損很可能抵消了息票所賺的收入，使得

我們預計債券收益率將繼續上升，但可能是在多年內

主權國債券的回報更低，甚至跌至負值，並持續數年。

逐步緩慢地上升。我們的固定收益模型顯示目前的實際

相比之下，股票繼續提供卓越的總回報潛力。然而，

(通脹後) 利率過低。一些壓抑著實際利率的因素包括

我們明白到牛市初期的極低廉估值不再，股票進一步

非正統的貨幣政策，以及對避險資產的需求增加。

上漲將取決於盈利增長。我們正在更密切觀察股市

但在經濟增長動力加強及長期停滯情況可能減退的

大盤見頂的跡象，但是我們卻未見到有大量顯示週期

情況下，我們預計實際利率最後將會恢復其長期平均

結束的跡象。在過去幾個季度，我們一直減低資產

的水平，因為投資者(儲蓄者) 在某程度上需要得到通脹

組合內的風險投資，但在本季度則暫停，原因是在

後的實際收入，從而延遲使用其積蓄。我們的模型假設

技術上沒有出現惡化跡象，企業盈利持續增長，以及

在未來五年收益率走向將會出現以上的逆轉，而我們

美國削減企業稅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我們維持股票

會將重點放在走向而非確切的時間。

的比例溫和地較高，固定收入的比例較低。對於一個
平衡的全球投資者而言，我們現時推薦的資產組合為
58%股票(戰略性中立部署: 55%) 和39% 的固定收入
(戰略性中立部署 : 43%) ，其餘的是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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