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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投資展望 – 2017 年夏季
經濟自 2016 年夏季開始好轉，暢旺的勢頭持續，與全球經濟同步擴張，領先指標顯示全球大部分
地區的增長速度超於正常水平。話雖如此，初始加速的階段可以說已告一段落，因此，雖然風險性
資產仍然上漲，力度已不像年初般強勁。
延遲及減弱特朗普倡議的影響

下跌風險仍然存在，但看來可受到控制

特朗普在去年秋季當選總統，對財政和外交政策帶來

目前的情況一如往常，下跌風險仍然存在。我們認為

巨大的潛在影響，成為金融市場的催化劑。但是，隨著

威脅市場的三大風險是保護主義、商業週期老化和

政治環境比當初預期更難於掌控，預料新政府對公共

不穩定的國際關係。保護主義是最核心的風險，鑒於

政策作出重大改革的機會大大降低。因此，我們現正

平民主義抬頭，以及孤立主義成為推動保護主義的

留意延遲政策行動和減弱了的經濟影響，至於實際影響

基礎。商業週期老化繼續需要審慎觀察。但是，暫時

對長遠經濟的打擊稍減。

未有明顯跡象顯示經濟快要出現衰退，但在未來幾年，
風險也並非微不足道。最後，縱使在過去，地緣政治

增長跡象似乎已觸頂

風險很少機會對市場造成重大影響，但美國的對外

我們稍微下調對發達國家在 2017 年的增長預測，但卻

政策構成的不穩定性不斷增加，北韓的核武力量看來

適度上調在2018 年的展望。作出這些調整是基於美國

已達到相當水平，這些風險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財政刺激計劃由 2017 年推延至2018 年所引致的後果。
加拿大和日本在 2017 年的增長預期都獲得上調，因為

美元上漲勢頭未受影響

這兩國的經濟生氣蓬勃，並加速增長。所以，我們估計

在貨幣展望方面，我們傾向認為美元兌主要發達市場

經濟增長在未來幾年將稍為提高，優勝於過去幾年。

貨幣都會上升。我們在過去幾年都抱持著相同的觀點，

但是，我們也需要留意仍然有很多原因使得可持續的

但現在，我們的看法有微妙的轉變。由於美元週期

增長率顯著低於十年或二十年前，這些原因的根源來自

漸趨成熟，不利於美元的因素有可能產生比較大的

人口結構每況愈下，以及經濟結構產生變化。新興市場

作用，因此我們比以往更加審慎。可是，仍有實在的

經濟總體受創，主要是由於多年來經濟增長減速，直至

理由解釋這週期的擴展程度將超越平均水平，而不需要

近年才應對問題。我們稍為上調對新興市場在 2017 及

憑借猜測特朗普大量推出有利於美元的政策。在增長上

2018 年的增長預測，但是仍然低於普遍認同的水平。

的差異、溫和的經常賬赤字，尤其在復蘇的現階段、
各國的貨幣政策分歧，以及估值水平僅屬溫和偏高都是
使美元漲勢持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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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暫時松一口氣

股票收益擴大，盈利前景光明

通脹率在過去一年大幅上升，擺脫了市場多年來憂慮

全球經濟同步擴張，加上企業盈利增長加速，把全球

通縮，寧願出現比較正常的通脹環境。通脹率從低谷

股市推至新高，估值也進一步增加。縱使我們同意股票

回升至偏低水平，在未來幾個季度，預料徘徊於目前

已不如八年前牛市剛開始時般便宜，加拿大、歐洲和

的水平。我們觀察到這情況，因此稍微下調對2017 年

新興市場的股票的價格仍然吸引。相對地看，美國

通脹的預測至稍為低於普遍預期。我們對 2018 年和

股市已從金融危機時的低谷顯著回升，並達到其全面

之後通脹的展望維持高於一般預期，原因是商業週期

的估值。因此，估值改善不再是帶動美國股市的動力，

進一步收緊，有助於使核心通脹數字上升至整體通脹

而股市額外收益將可能需要來自企業盈利增長。對股票

水平。

投資者來說，幸好企業盈利已從這兩年的頹勢中回升，

各大中央銀行傾向收緊貨幣政策
隨著經濟好轉，各大中央銀行都傾向收緊貨幣政策。

並以金融危機結束以來最快的步伐增長。所以，預期
股票能取得進一步收益也算是合理，而且如果盈利一如
分析家預期般上升，股票的總回報潛力仍然良好。

促成這政策的基礎因素主要是通脹數字已不再處於
低谷，而經濟也顯著進展，逐步邁向充分發揮潛力的

減低在股票的偏高比重

水平。美聯儲是全球中央銀行的風向標，也再次領航，

經濟適度增長，加上通脹幅度合理，主權國固定收入

多次加息，並且將會繼續。美聯儲也打算在年末前

投資的前景並不吸引。以現水平的收益率來看，債券

逐步減低其資產負債規模。在其他中央銀行當中，

可獲得的回報將會極低，甚至是負回報。因此我們的

中國也在加息，但是目的在於應對其國內債務增長

資產組合維持偏低持有固定收入投資。縱使股票在長遠

的相關問題。加拿大中央銀行也沒有再考慮減息，

的回報前景優勝於債券，一些重要信號讓我們調整對

英倫銀行似乎對於現時量化寬松政策逐漸消減的情況

股票的熱衷程度。近期經濟加速令股市上漲，我們已

感到滿意，至於歐洲中央銀行也已開始輕微減少買債，

從中獲得可觀的收益，而我們在目前已開始通過減低

不過該銀行卻不急於減低其資產負債情況。

持有股票從而減低風險水平。此外，商業週期漸趨

債券收益率近期下降，重新帶出估值風險

成熟，股票估值的吸引力已不如前，加上松懈和缺乏
警惕性的情緒已在市場出現，都促使我們有以上的

隨著對特朗普助長增長政策的熱度減退，全球債券收益

調整。但是，在調整後，我們仍偏高持有股票。對於

率在過去的季度下降。名義債券收益率隨之而下降，

一位採取平衡風格的環球投資者來說,我們現時建議的

重新帶出在特朗普當選後的初始升幅大部分蒸發掉的

資產組合分配是59% 股票(策略性中立倉位是 55% )

估值風險。雖然本年到目前為止，債券收益率的的趨勢

及 38% 固定收入投資(策略性中立倉位是43%)，其餘的

低走，我們的模型繼續顯示收益率在長遠將會高走。

是現金。

話雖如此，仍然有多個結構性的阻力，包括人口老齡化、
有限度的負債能力、貧富差距、全球一體化和傾向安穩
的資產，都有可能限制債券收益率上升的步伐。我們
預測美國 10 年期收益率在一年內是 2.5%，任何偏離
我們基礎預測的情況將很大可能是向上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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