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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更多我們目前的觀點和對未來的展望， 
請查看環球投資展望 (The Global Investment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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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穩健增長

全球經濟受到各式各樣的助力所帶動。當中最明顯的 

是財政刺激措施，雖然目前主要是美國推出這些措施，

但在未來幾年有機會擴展到其他發達國家，如英國、 

日本和德國。我們對發達市場增長的預測高於市場一致

預期，因為鑑於企業和消費者的樂觀情緒上升、金融 

危機的拖累消減，加上多年超低利率，均對我們的 

觀點造成支持。在新興市場，我們預計經濟增長會低於

市場一致預期，但幅度將會是發達國家的兩倍。我們 

預測 2018 年和 2019年全球經濟將增長 4.0%，這將會是 

自2010年以來最快的增速。

我們積極的觀點可能會受多種風險影響

我們對經濟的展望可能面對的風險包括貿易保護主義

行動升級、商業周期老化和財務環境收緊。此外， 

更有地緣政治風險，特別是美國外交政策飄忽，當中

涉及與朝鮮的談判和對伊朗的制裁。在歐洲，意大利

和西班牙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政治挑戰日益嚴重，令人

關注。雖然種種威脅不斷出現變數，但有些問題可能

變得比預期為佳。當中包括全球增長速度上升，幅度

有機會超出我們預期，而更多國家有可能實施財政 

刺激措施，以及日本的結構性改革有機會取得超越 

我們預期的增長。

預計美元強勢將更進一步

美元經過一年多的下跌之後，再度回復上升的勢頭。 

貿易加權美元自 4月初以來已上升5%，我們認為仍然 

有上升空間。有三個主要因素支撐美元強勢持續： 

首先，美元在現時周期尚未達到過度偏高的估值水平。

其次，美國的利率比其他發達地區更具吸引力，並預計 

將會以更快的速度加息。第三，美國比其他主要經濟體 

擁有更強的經濟動力。我們的12個月預測顯示美元兌 

英鎊和加元最強；兌歐元和日元應該繼續造好。從這些

預測來看，我們對美元的繼續強勁的看法遠高於市場 

預期。

通脹回穩看來可以受控

通脹經過長時間處於過低，甚至達到通縮水平之後， 

正逐漸過渡至正常水平。當商業周期處於後期階段， 

而油價急升，可能在短期內將通脹推向3.0%的水平。 

不過，隨著其他指標顯示通脹應該在2.0%至 2.5% 的 

範圍內，消費物價飆升不可能持續到2019年。與2017年

相比，2018 年油價的升幅預計在明年也不會再度出現；

此外，一系列結構性因素將繼續壓抑發達國家的通脹，

當中包括與人口結構、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相關的因素。

最後，我們預計發達國家的通脹上升，並認為升幅將 

略高於市場一致預期，但相信通脹水平不會構成問題。

金融市場在 2018年上半年波動較大，皆因美國減稅後的熾熱情緒，在憂慮保護主義、通脹上升

和金融環境收緊下受影響。雖然經濟增長放緩，但以金融危機後的標準來看尚算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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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決意削減寬鬆政策

經濟適度增長，加上通脹回穩，將促使各中央銀行 

繼續削減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聯邦儲備局在當中力度

最大，現在正在縮減其資產負債表。加拿大中央銀行 

和英倫銀行也加入緊縮政策的行列，但力度則稍輕。 

不過，即使採取這些行動，政策利率仍處於歷史性低 

水平。部份原因是歐洲中央銀行和日本中央銀行仍然 

出現負利率，另外也因為目前的高債務水平意味著 

中立性政策利率比以往為低。加息確實會對經濟增長 

產生不利影響，但中央銀行在這種環境下逐步收緊 

政策的做法是合理的。

債券收益率上升可能持續多年對固定收益 

回報造成打擊

我們的模型對美國10年期債券的分析顯示，收益率

在長期將會傾向上升，而上升的步伐可能在一段 

長時間內逐步漸進。目前，美國10年期國庫券的 

收益率接近我們模型的均衡水平，但隨著時間， 

將會跟隨實際 (通脹後 )利率上升。金融危機及中央 

銀行的極度寬鬆政策令實際利率下降至不能持續 

的低位，隨著大眾對金融危機的記憶開始模糊， 

投資者開始要求其儲蓄可享有較高的實際利率。 

我們的模型認為實際利率最終會返回其40年的平均 

水平，而這升幅將會在多年內均勻地推進。債券 

收益率持續上升，即使是循序漸進，也會對主權國 

債券的投資造成阻力，令總回報偏低，甚至取得 

負回報。

只要企業盈利良好，股票牛市將可以重現

全球股票在過去一季大幅波動，並且基本上毫無 

方向性，原因是企業盈利的快速增長被市盈率收縮 

所抵消。在這個漫長的牛市中，估值擴張一直是導致 

股票上升的主要原因，但持續的盈利增長對於推動 

股市上揚至關重要。盈利委實是增長迅速，部分原因 

受惠於減稅。在第一季，盈利按年增長26%，收入 

則上升 8%。分析師預計盈利的利好走勢將會持續， 

而我們對情況的分析顯示，股票在今年和明年的回報 

將達到兩位數字是合理的結果。不過，我們承認， 

鑑於目前的估值必須要受到盈利所支持，盈利前景 

如果轉壞，市場將會容易出現調整。

保持債券倉位溫和偏低/股票則溫和偏高

在短期和長期平衡風險和機會方面，我們認為一個平衡

的投資者，維持偏向風險資產仍然恰當。穩健的全球 

增長應該支持更高的利率和企業盈利。更高的利率將對

債券回報造成阻力，企業盈利則應該對股票價格產生 

支持。不過，鑑於商業周期已趨成熟，以及對我們基本

預測造成威脅的其他潛在風險，我們覺得應該審慎地 

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程度。我們仍然偏低持有固定收入

投資，但水平不及商業周期較早時期般低，因為如果 

股市陷入動盪或經濟轉差，債券應作為均衡投資組合中

產生穩定表現的壓倉。我們還將股票的比重從過去 

幾個季度/年度的顯著偏高減低到了目前較溫和的水平。

我們認為，我們的指標顯示在我們的一年預測期內， 

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甚低，加上企業盈利有機會上升， 

這仍然使我們輕微偏高持有股票顯得合理。對於一個 

平衡的全球投資者來說，我們目前推薦資產組合是 58% 

股票 (策略性中立部署 : 55%)和 40%固定收入 (策略中立

部署 : 43％)，其餘的是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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