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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增長以適度的步伐回穩

美國政府停擺和中國經濟放緩的負面影響消退之後，今年早期經濟

環境出現好壞不一的局面。至於有利於環境的因素包括經濟增長 

速度有可能上升，以及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實施具支持力的經濟 

政策。在這些因素互相平衡的影響下，意味著全球的國家生產總值

並不太壞，因此我們略微提高了對經濟增長的預期。我們目前對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全球增長率的預測均為 3.5％，顯示經濟增長

經過兩年的減速後，將回復穩定。

對我們良好展望的威脅

我們認為，目前對經濟的重大風險是保護主義。隨著本年逐步邁進，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糾紛看來有可能達成協議。但談判在五月 

逆轉，美國提高關稅，促使中國採取報復行動。我們預計未來幾個

季度也不會達成實質的協議，雖然關稅在短期內不會對國家生產 

總值產生太大衝擊，但如果持續徵收關稅，仍會產生影響。雖則 

如此，也出現了利好的貿易發展，其中包括美國政府放棄對加拿大 

和墨西哥徵收鋼鐵的關稅，以及推遲汽車關稅的最後期限。在中國，

經濟跡象也好壞不一。在短期內，中國推出刺激措施似乎開始穩定

經濟，但該國的經濟指標再次開始惡化。在歐洲，英國脫歐尚未 

明朗化仍然是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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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正面對來自保護主義、趨向成熟的經濟週期和美國對財政的支持逐漸消退的種種挑戰，但同時也受到 

美國境外多國政府的財政刺激措施以及各地利率下降的帶動。在這種阻力和助力同時出現的經濟背景下，我們 

的基本預測是股市會進一步上升，但急升的次數可能比週期的早段較少。

經濟週期進入後期

我們評估美國擴張狀況的計分卡方法繼續顯示我們正處於經濟週期

的後段。美國失業率處於幾十年來的最低水平，經濟擴張期接近 

有史以來最長。雖然信貸市場仍然甚為健康，但汽車貸款拖欠率 

上升，信貸需求下降。經濟週期後段的另一個跡象，這也是備受 

爭議的跡象 - 是收益曲線倒掛。雖然很多人解釋收益曲線並非當前 

經濟環境衰退的有用預測指標 (主要是由於量化寬鬆政策造成的 

扭曲)，在過去，分析師曾錯誤地否定了收益曲線倒掛，而最終 

出現的衰退。綜合考慮這些跡象，我們估計經濟衰退的風險較高，

而我們對經濟週期後段的評估促使我們決定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

美元的助力下降，阻力浮現

在貨幣波動較低的環境下，美元穩步上揚。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和 

收益率的強勢也支撐著美元。然而，這些週期性因素可能正在 

消退，因而令結構性負面因素例如財政和經常賬戶赤字等對投資者

更為重要。我們過去曾談及美元長時期擴張的過程，我們的策略 

仍然持守這個觀點。雖然助力可能持續，但在我們的投資組合內 

對貨幣的積極管理和前景已將局限美元上升的觀點計算在預期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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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的預測是歐元和日元的前景良好。在這種環境下，加元

和英鎊可能會表現不佳，不過，即使美元轉弱，這些貨幣也難有 

機會大幅下跌。

中央銀行審慎行事

在去年年底，經濟增長放緩和股市下跌促使各中央銀行重新評估 

是否應該繼續加息。可持續利率似乎不僅低於之前的週期，更可能

低於各央行行長所意識到的水平。因此，各央行暫時放棄了先前的 

緊縮行動。我們的基本預測是未來一年大多數發達市場的政策利率

均維持不變。如果我們的預測錯誤，就可能是因為利率再下降而非

上升。事實上，固定收益市場已把減息的預期反映在價格上。

主權國債券估值風險增加

由於宏觀經濟不明朗，投資者尋求避險資產，政府債券在上一季度

上升。美國10年期債券收益率跌至 2017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現時

比 2018 年高位低 100 個基點。在日本和德國，10 年期政府債券 

收益率進一步下跌至負數範圍，10 年期債券收益率跌至歷史新低。

在這些水平來看，投資者正在計算如果不出現衰退對經濟的衝擊，

以及收益率將會跌至不可持續的低水平。根據我們的模型顯示， 

固定收益出現虧損的風險在所有地區，特別是北美以外地區的都

有所增加。至於對主權國債券價格的威脅，源於我們的模型假設

實際利率將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其長期平均水平，對債券價格構成

阻力，有可能導致固定收益的總回報在一段長時間內偏低或甚至

跌至負數。

股市升勢受保護主義和盈利增長放緩拖累而停滯不前

美國和中國這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緊張加劇，股市在今年的

強勁升勢在五月份回落。隨後在各大股票市場的跌市導致大多數 

地區過去三個月內溫和下跌。在現水平，我們的模型顯示股票估值

水平仍然甚為低於公平價值。我們認為，股市近期面對的挑戰並非

估值，而是盈利增長停滯的問題。儘管企業的收入一直在加速， 

但邊際利潤卻從創紀錄的水平下降。雖然分析師預計盈利增長將在

年底前恢復，但收入增加和邊際利潤的穩定/改善對於實現這些 

預測極為重要。經濟衰退或關稅升級可能導致股價下跌。然而， 

我們對情況的分析顯示，如果上述的擔憂沒有成為事實，在低利率 

和低通脹的環境下，股票實現個位數字至兩位數字的收益尚算合理。

減低股票的偏高比重，並維持偏低持有債券

我們考慮到趨向成熟的經濟週期，經濟活動放緩和利潤增長停滯，

我們的資產組合反映了目前的風險和潛在回報之間的平衡。在這 

環境下，我們在過去一季策略性地將我們在股票的偏高比重減少了

半個百分點，隨著經濟週期的成熟，我們繼續致力減低風險。雖則

如此，由於我們認為現在正處於股票的長期牛市中，現在把股票的

比重減低至「中立」水平還為時過早，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在預測 

期內經濟持續增長。我們選擇將賣出股票所得的收益轉為現金而 

不買入債券，因為固定收益的估值風險很大，而現金收益率目前 

高於主權債券。對於均衡的全球投資者而言，我們目前建議資產 

組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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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的是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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