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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增长以适度的步伐站稳

美国政府停摆和中国经济放缓的负面影响消退之后，今年早期经济

环境出现好坏参半的局面。有利于环境的因素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有

可能上升，以及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实施有支持力的经济政策。 

在这些因素互相平衡的影响下，意味着全球的国家生产总值并不

太糟糕，因此我们略微提高了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我们现在预测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全球增长率的为 3.5％，表明经济增长经过

两年的减速后，将回复稳定。

对我们良好展望的威胁

我们认为，目前对经济的主要风险是保护主义。随着本年逐步迈进，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纠纷似乎有可能达成协议。但谈判在五月 

逆转，美国提高关税，促使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我们预计未来几个 

季度也不会达成实质性协议，虽然关税在短期内不会对国家生产 

总值产生很大的冲击，但如果持续征收关税，仍会产生影响。虽然

如此，也出现了有利的贸易发展，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放弃对加拿大 

和墨西哥征收钢铁的关税，以及推迟汽车关税的最后期限。在中国，

经济迹象也好坏参半。在短期内，中国推出刺激措施似乎开始稳定

经济，但该国的经济指标再次开始恶化。在欧洲，英国脱欧的不确

定性仍然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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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面临来自保护主义、趋向成熟阶段的经济周期和美国对财政的支持逐渐消退的种种挑战，但是， 

也同时受到美国境外多国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以及各地利率下降的推动。在这种阻力和助力同时出现的经济 

背景下，我们的基本预测是股市会进一步上升，但急升的次数可能比周期的初期较少。

经济周期进入后期

我们评估美国扩张状况的记分卡方法继续表明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

周期的后段。美国失业率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经济扩张期 

接近有史以来最长。虽然信贷市场仍然相当健康，但汽车贷款拖欠

率上升，信贷需求下降。经济周期后期的另一个迹象，也是备受

争议的迹象 - 是收益曲线倒挂。虽然很多人解释收益曲线并不是

当前经济环境衰退的有用预测指标 (主要是由于量化宽松政策造成

的扭曲)，在过去，分析师曾错误地否定了收益曲线倒挂和最终 

出现的衰退。综合考虑这些迹象，我们估计经济衰退的风险较高， 

而我们对经济周期后期的评估促使我们决定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

美元的助力下降，阻力浮现

在货币波动较低的环境下，美元稳步上升。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和 

收益率的强势也支撑着美元。然而，这些周期性因素可能正在消退， 

导致结构性负面因素例如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等对投资者更为 

重要。我们过去曾谈到美元长时期扩张的过程，我们的策略仍然 

保持这个观点。虽然助力可能持续，但在我们的投资组合里，对货币 

的积极管理和前景已将局限美元上升的观点计算在预期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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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预测是欧元和日元的前景良好。在这种环境下，加元和英镑

可能会表现不佳，但是，即使美元转弱，这些货币也大幅下跌的 

机会也不大。

中央银行谨慎行事

在去年年底，经济增长放缓和股市下跌促使各中央银行重新评估是

否应该继续加息。可持续利率似乎不仅低于之前的周期，更可能 

低于各央行行长所意识到的水平。因此，各央行暂时放弃了先前的

紧缩行动。我们的基本预测是未来一年，大多数发达市场的政策 

利率将会维持不变。如果我们的预测错误，就可能是因为利率再

下降而不是上升。事实上，固定收益市场已把减息的预期反映在

价格上。

主权国债券的估值风险增加

由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寻求避险资产，政府债券在 

上一季度上涨。美国 10 年期债券收益率跌至 2017 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现时比 2018 年的高位低 100 个基点。在日本和德国，10 年

期政府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下跌至负数范围，10 年期债券收益率跌

至历史新低。从这些水平来看，投资者正在计算如果不出现衰退对

经济的冲击，以及收益率将会跌至不可持续的低水平。根据我们的

模型显示，固定收益出现亏蚀的风险在所有地区，特别是北美以外

地区的都有所增加。至于对主权国债券价格的威胁，源于我们的 

模型假设实际利率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其长期平均水平，对债券 

价格构成阻力，有可能导致固定收益的总回报在一段长时间内偏低

或甚至降至负数。

股市涨势受保护主义和盈利增长放缓拖累而停滞不前

美国和中国这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加剧，股市在今年的

强劲势头在五月份回落。随后在各大股票市场的跌市导致大多数 

地区过去三个月温和下跌。在现时的水平，我们的模型表明股票 

估值水平仍然甚为低于公平价值。我们认为，股市近期面临的挑战 

并非估值，而是盈利增长停滞的问题。尽管企业的收入一直在加速， 

但边际利润却从创纪录的水平下降。虽然分析师预计盈利增长将在

年底前恢复，但收入增加和边际利润的稳定/改善对于实现这些预测 

至关重要。经济衰退或关税升级可能导致股价下跌。然而，我们对

情况的分析显示，如果上述的担忧没有成为事实，在低利率和低通胀

的环境下，股票实现个位数字至两位数字的收益仍然合理。

减低股票的偏高比重，并维持偏低持有债券

我们考虑到经济周期趋向成熟阶段，经济活动放缓和利润增长停滞，

我们的资产组合反映了目前的风险和潜在回报之间的平衡。在这 

环境下，我们在过去一个季度策略性地将在股票的偏高比重减少了

半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周期的成熟，我们继续致力减低风险。虽然

如此，由于我们认为现在正处于股票的长期牛市中，现在把股票的

比重减低至“中立”水平为时过早，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预测期内

经济持续增长。我们选择将卖出股票所得的收益转为现金而不买入 

债券，因为固定收益的估值风险很大，而现金收益率目前高于主权 

债券。对于均衡的全球投资者而言，我们目前建议资产组合为 

57.5％ 的股票 (策略性中立部署：55％) 和 40％ 的固定收益  

(策略性中立部署：43％)，其余的是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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