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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增長良好但參差，通脹回穩，貨幣政策收緊，在這種環境下，今年到目前為止，全球
金融市場表現好壞參半。儘管多個領先指標緩和，但市場對 2018 年 和2019 的前景的共識是
全球經濟增長仍然會是2011 年以來的最佳水平。
美國經濟引領全球擴張

處於商業週期的後期，但週期結束的跡象很少

在大規模減稅和增加政府支出的推動下，美國經濟增長

我們對多個指標作出評估，認為美國經濟仍然處於

已經加速到四年來最快的速度。在第二季度，美國實際

商業週期的後期，但是，我們覺得在一年的預測期內，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 4.2%，第三季度的增速也很接近。

出現經濟衰退的機會很微。經濟疲軟的狀況逐漸消失，

我們仍然認為，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增長的

需求略微高於可持續水平。信貸息差很窄，各種貸款的

速度都有所增加，因為企業和消費者的信心已經恢復。

違約拖欠率開始上升，這兩種情況都是商業週期後期

雖然全球經濟增長步伐仍然高於平均水平，但除美國

常見的情況。最常用作預測經濟衰退的工具 —
— 收益率

外，許多主要國家的經濟勢頭正在減弱。歐元區經濟

曲線的陡斜度已經有明顯放平，顯示商業週期確實有

擴張速度低於 2017年，中國經濟也進一步跡象顯示減速。

前進。但是，收益率曲線尚未倒轉，如果出現這情況，

自年初以來，經濟勢頭輕微放緩，使得我們稍微降低

將會是即將出現衰退的有力指標。

發達國家的增長預測，現在大多都低於市場預期。
我們對新興市場增長預測也低於市場預期。

從長期來看，美元強勢可能會持續
我們預測在未來 12 個月的預測期內，美元強勢仍然

對樂觀前景的主要威脅

持續。美元受益於相對地強勁的經濟增長、貨幣和財政

我們對前景的基本觀點是縱使經濟增長緩和，但仍然

政策造成的支持，以及新興市場形勢引發的避險情緒。

堅穩。但是，保護主義、中國經濟放緩和商業週期

但是，基於這些原因，美元在最近已出現極度超買，

老化是對以上觀點構成威脅的主要風險。美國和中國

有可能短暫回落。儘管如此，鑒於英國脫歐、歐洲經濟

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最令人擔憂，因為更多的關稅

放緩，以及加拿大競爭力問題，我們繼續預期美元的

可能導致這世界兩大經濟體的經濟活動減少。中國

強勢將在長期持續。我們預計英鎊、加元和歐元將

當局現正積極提供刺激措施以應對國內經濟放緩，

轉弱，但預計日元明年將持續走強。

但這樣做可能會令債務水平過高，重新引發擔憂。
此外，我們密切關注其他風險包括歐洲民粹主義情緒
上升、英國退歐的期限迫近、美國中期選舉以及緊縮
的金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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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縮的經濟導致通脹上升，但不會達到出現

美國股市攀升至記錄性新高，而其他市場則下跌

問題的水平

在本季度，全球股市漲跌互現，標準普爾500指數升至

在經歷了多年異常低的通脹之後，經濟疲軟，加上

歷史新高，而其他多個市場則出現負回報。新興市場

歷史性低失業率，對消費物價造成上漲壓力。此外，

股票從一月份的峰值下跌近 20%，相對於我們自 2016年

導致通脹加劇的其他原因也包括商品價格和保護主義

以來估計的公允價值，其股票交易價現時處於最低。

行動。然而，隨著石油庫存停止下降，以及和美國供應

相反，受到公司盈利和收入的推動，標準普爾500指數的

繼續飆升，油價可能難以進一步上漲。許多與人口

升幅把指數推至高於公允價值。在第二季度，美國的

結構和科技進步相關的其他結構性因素可能會限制

企業盈利按年增長 26%，收入增長 10%。我們對各種情況

價格上漲，並防止通脹上升到出現問題的水平。

的分析顯示，只要收益率繼續如分析師所預期般發展，

貨幣政策已不寬松如昔
為應對勞動力市場轉強，以及通脹回穩，各國央行
繼續逐步收緊貨幣政策。美聯儲的步伐最快，到目前

股票在合理的假設下，可以提供良好的升幅。然而，
我們也知道，鑒於現時處於商業週期的後期，以及估值
高於均衡水平，盈利增長現在是維持股市的牛市的關鍵
元素。

為止已經加息七次，並計劃繼續加息幾次。加拿大
中央銀行和英倫銀行也加入了緊縮政策的行列，不過

保持溫和偏高持有股票及偏低持有債券

力度則較小。歐洲中央銀行和日本中央銀行繼續通過

在衡量風險和機會方面，我們認為一個平衡的投資者，

大規模買債計劃及以負利率政策刺激經濟，但預計歐洲

在風險資產的水平應維持輕微高於基準。我們認為，

中央銀行將在今年稍後結束量化寬松政策，為 2019 年

經濟增長足以推動企業盈利和收入的進一步增長。

下半年加息而鋪路。

在這種環境下，在我們的預測期內，股票的表現應該

模型預測債券收益率將逐步上
鑒 於 美 國 10 年 期 國 庫 券 交 易 價 格 接 近 我 們 模 型 的
均衡水平，我們預計其收益率不會在短期內大幅
上漲。然而，均衡水平隨著時日上升，並顯示名義
債券收益率從長期來看會有上升壓力。我們的模型
由通脹溢價和實際利率組成，隨著較高的通脹已被
計算在價格內，意味著未來幾年收益率的整體增長
將來自實際利率的上升。此外，隨著時間流逝，
對金融危機的記憶也逐漸褪去，投資者開始要求
更高的儲蓄回報率。我們的模型假設實際利率在
隨後的五年內恢復到過往的水平，而這升幅也均勻地
在一段時期內出現。因此，收益率可能會持續上漲
一段時間，在未來數年對債券回報的構成阻力。

能超過固定收益，因此，我們仍然維持偏高持有股票和
偏低持有債券。也就是說，鑒於商業週期老化，以及
美國股票價格高於公允價值，我們已經降低對總回報的
預期，並提醒投資者要有心理準備，預計未來幾季的
波動幅度會增加，此外，我們持有股票的水平也低於在
牛市的初期。我們在固定收入的持倉水平也高於以往，
原因是債券應該在經濟衰退和/或企業盈利前景惡化的
情況下，為均衡投資組合提供緩衝。對於均衡的全球
投資者，我們目前建議資產組合為 58% 的股票 ( 策略性
中 立 部 署 : 55%) 和 40% 的 固 定 收 入 ( 策略性中立部署 :
43%) ，其餘的是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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