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投票求变  影响深远 

2016年 11月 9日 

 

投票求变  影响深远 
Eric Lascelles – 首席经济师，RBC 环球资产管理 

Krystyne Manzer，特许金融分析师 – 投资组合专家，RBC 环球资产管理 
 
 

美国在 11月 8日投票选出特朗普为美国下一任总统，写下了历史的一页。他将成为首位没有任何政治或军事背景的总统，

也代表着共和党在野八年后重新入主白宫。 

 
纵使许多人形容特朗普胜出 “令人吃惊”，这说法不尽准确。认真的政治预测人士认为希拉利会胜出，但仍然觉得特朗普于 

选举当日胜出的机率大概是 30%。于选战期间，我们一直认为特朗普获胜的机会比以上预测更大，但当然不至于说我们的

基础看法是特朗普会胜出。要理解这选举结果为何并不令人吃惊，想像掷一个六面的骰子，想像掷到 “一” 或 “二”，这经常

发生，特朗普当选，正正就是这种情况。 

 

形容这选举结果更恰当的字眼应该是 “影响深远”。两名总统候选人以南辕北辙的政纲竞逐，而特朗普的政纲更是众多与美国

历来政策大不相同的平民主义理念。 

 
有点奇怪的是特朗普胜出有点像奥巴马在 2008年当选的情况，虽然两者的理念极为不同。两人都承诺改变现状，并获得  

大量认为权利被剥夺的选民支持。美国选民面对数十年来社会日益不公平，以及多年来经济增长缓慢，很明显希望寻找新 

方向。 

 

特朗普的胜利之路 
 

特朗普在多个州份已掌握胜算，他在 538个选举人票中获得 290票。特朗普要得胜，就要得到所有摇摆州份的支持，虽然

选举当日早上，选情倾向希拉利，最终特朗普也能得到这些州份，包括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及北卡罗莱纳州的支持。他还

把被认为是支持克林顿的州份，包括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及密芝根州等也夺取过来。普遍来说，是一众乡郊地区选民

出来支持特朗普，让他于这些州份获胜。 

 
就像特朗普当选般意义重大的，是参众两院依然是共和党的势力范围。这也是意料之外，也同时代表共和党可控制国会及 

白宫。这会让政府有机作出取重要的行动。回顾奥巴马执政的头两年，民主党占大多数议席，总统和国会先后通过奥巴马 

医保法案、重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及银行体系的改革。在此之前，乔治布殊总统在任其中四年，共和党占大多数议席期间， 

政府亦成功大幅度减税。但是，大获全胜并非可以权倾整个政府。国会内共和党成员的政治理念与特朗普不太相同，有可能

在某程度上对推行政策造成掣肘。即使民主党在 2008 至 2010年间都要几经辛苦才能推行很多政策；而且未能实现税务或

移民政策，为因要通过任何法案都要取得参议院 60%支持率才能成事 — 今次大选共和党未能通过参议院这门槛，此外，也

鉴于短视地担忧众议院两年短暂的选举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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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如市场对这个选举结果的预期，股市反应负面，欧洲及亚洲股票下跌约 2-3%，日本股市则下跌约 5%。期货初时在美股

市场大幅下跌，但后来实际的结果是温和上升。这可能由于共和党占大多数议席会实施有利的企业税务改革，对现时经济上

的忧虑最为有利。在迫近选举时的模型显示，特朗普胜出会导致股市跌幅多达 10%，但来自英国在六月公投脱欧的经验，

市场仅短暂经历大规模抛售，很快已止跌回升，市场因此比较谨慎地行事。这可能使以下的看法未必像从前般准确，但一直

以来，重大事件的冲击往往在事后一两天内产生最大的影响，并在大概第十天反弹回之前的水平。换言之，是市场反应过

激。 

 

相对于欧元、英镑及日元，美元稍为转弱。这经常是比较难定夺的问题，因为资金流入安全港的效应会使美元转强，而经济

上的含意和中央银行影响则会使美元转弱。后者似乎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另一方面，墨西哥披索和加元同时下跌也不让人 

感到意外，因为特朗普也有谈到取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收益率出乎意料地反弹 
 

与此同时，经过争相寻求安全港投资，导致美国收益率在最初下跌之后，较远期国库券已开始反弹，收益率现时已温和地 

上涨至较高的水平。坦白说，这有点出乎意料。无疑有不同的对立力量影响着市场，但我们本来以为人们争夺安全港投资，

加上展望经济在长期增长缓慢，在事件反应的初期将会支配着债务及通胀。但是，事实却非如此。 

 

相反，短期国库券的收益率显着低于远期国库券，因为美联储本来极有可能在十二月加息，但现在也成问题。但是基于对 

增长和波动的忧虑，这也属于合理。话虽如此，鉴于平民主义政策当道，正常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在日后出现通胀上升的 

情况，如果成为事实，美联储最终一定会收紧利率。最后，也是较具猜测性的看法，是共和党一直打算 “改革美联储”，    

现时共和党大权在握，这也有机会成为事实。究竟这实际上代表些什么，仍有待商榷。 

 

对短期经济的影响 
 

导致争论的，是特朗普当选对短期经济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从正面角度看，特朗普承诺推行大量刺激经济计划，并 

通过减税和增加基建开支来达成目标。实际的金额尚待与国会商议后才能决定。我们假设这些计划在未来两年，每年能提高

全国生产总值 0.8%，其他一切不变。增幅可能更大。 

 

不过，也有几个短期对经济不利的影响。虽然影响难以量化来量度。不确定性的情绪增加有可能妨碍经济增长活动，因为 

人们对特朗普作为政治领袖的才能一无所知，他的理念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与目前状况大为不同，这些因素均会抑制

短期经济增长，我们应该承认英国公投脱欧好像没有对英国的经济活动造成太大打击。 

 

选举结果对短期经济的影响也取決於市场反应的程度。到目前为止，市场的起伏显得什为温和，不值得视为局限经济增长的

阻力。但如果市场变得更糟糕，则会妨碍消费及投资。 

 
总体上，事件对短期经济的影响比较模糊，虽然我们会善意地假设在这早期的关键时刻，可算是正面影响，但我们不排除 

当有更多信息时，会重新衡量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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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期的经济展望比较负面 
 

特朗普当选对较长期经济的影响明显地比目前的发展趋势较为负面。简单说，特朗普的反贸易及反移民政纲都对经济增长 

造成负面影响。要衡量对经济增长的打击有多大，须取决于削减了多少贸易及移民情况的影响。我们在此提供粗略的估计： 

 

 如果特朗普把美国的 1,100 百万非法移居驱逐出境，撇开驱逐的混乱过程，以及进行如此大规模行动根本上可能性

不大，仅是美国人口已损失 3%，并会在驱逐期内使全国生产总值累积下降多几个百分点，对经济是个沉重的打

击。 

 

 把美国移民增长步伐减半将会使美国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 0.1 至 0.2个百分点。听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在 20年

后，经济增长将会损失 2至 4个百分点。 

 

 根据无党派的 Peterson Institute所作的模型计算，全面与中国和墨西哥打贸易战，很快便会使全国生产总值下降约

4%。如果落实执行，很明显会出现经济衰退。当然，特朗普的行动将受到国会、顾问及官僚所缓和，后果未必    

如此悲怆，初步估计会对增长造成 1-2%打击。 

 

当然，一切都取决于特朗普如何执行其不清晰政纲内的多个政策，他又能否获得共和党领导阶层的合作，而他又会否接受党

领导层的指点，他又会否稍为转到政治取向较中间的路线，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因素。竞选时的政纲通常到实际执行时已 

显着被缓和。 

 

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对经济增长只有间接的影响，然而，基于两个原因，仍与我们的分析有关联。首先，不论国会在其他问题上的造成

的障碍有多大，总统在外交政策上享有一定程度的酌情决定权。因此，候选人外交政纲能付诸实行的机会比其他建议较大，

所以应严加留意。此外，外交政策对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之大足以改变军备开支或改变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的看法。 

 
从这方面看，特朗普打算推行的政策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他在某些方面是个孤立主义者，但在其他方面又是个扩张主义者。

一个共识的看法，是以后，尤其在初时的几个月，地缘政治将会有极高水平的不确定性。 

 

底线 
 

我们以几个想法作终结。 

 

首先，这是继英国公投脱欧之后，平民主义力量在短时间内再次获得胜利的事实，这点不容置疑。我们不要低估平民主义 

陆续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当中最大，也最明显的危机在欧洲，当地多个国家的人民不满生活现状，而适逢明年多国都举行 

大选。意大利和奥地利人民有机会各自通过在 12月 4 日的投票表达不满。 

 

第二，平民主义通常代表经济增长较低，而通胀较高。鉴于财政刺激的前景，这增长的含意短期内在美国未必属实，但在 

长远则有可能成真。 

 

最后，我们要理解选民通常会逐渐拨正路向。如果这总统领导有方，人民自然会支持政府推行更多政策。否则，选民将会 

作出相反行动。在政治上，实在难有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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