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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 11 月 8 日投票選出特朗普為美國下一任總統，寫下了歷史的一頁。他將成為首位沒有任何政治或軍事背景的總統，
也代表著共和黨在野八年後重新入主白宮。
縱使許多人形容特朗普勝出 “令人吃驚”，這說法不盡準確。認真的政治預測人士認為希拉利會勝出，但仍覺得特朗普在選舉
當日有大概 30%機會當選。在選舉競逐期間，我們一直認為特朗普得勝的機會比以上預測更大，但當然不至於說我們的
基礎看法是特朗普會勝出。要理解這選舉結果並不令人吃驚，想像擲一粒六面骰子，想像擲到 “一” 或 “二”，這經常發生。
特朗普當選，正正就是這種情況。
形容這選舉結果更恰當的字眼應該是 “影響深遠”。兩名總統候選人以南轅北轍的政綱競逐，而特朗普的政綱更是眾多與美國
歷來政策大不相同的平民主義理念。
有點奇怪的，是特朗普勝出有點像奧巴馬在 2008 年當選的情況，雖然兩者的理念極為不同。兩人均承諾改變現狀，並得到
大量認為自己權利被剝奪的選民支持。美國選民面對數十年來社會日益不公平，以及多年來經濟增長緩慢，很明顯希望另覓
新路向。

特朗普的勝利之路
特朗普在多個州份已有勝算，他在 538 個選舉人票中取得 290 票。特朗普要得勝，就要取得所有搖擺州份的支持，雖然
選舉當日早上，選情傾向希拉利，最終特朗普也能得到這些州份，其中包括佛羅里達州、俄亥俄州及北卡羅萊納州的支持。
他也把被認為是支持克林頓的州份，包括賓夕凡尼亞州、威斯康辛州及密芝根州等也奪取過來。普遍來說，是一眾鄉郊選民
湧出支持特朗普，令他在這些州份獲勝。
如同特朗普當選般影響深遠的，是參眾兩院依然是共和黨的勢力範圍。這也是意料之外，也代表共和黨可控制國會及白宮。
這會使政府有機會作出重大的行動。回顧奧巴馬執政的首兩年，民主黨佔大多數議席，總統和國會先後通過奧巴馬醫保
法案、重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及銀行體系的改革。在此之前，喬治布殊總統在任其中四年，共和黨佔大多數議席期間，政府亦
成功大幅減稅。不過，大獲全勝並非可以權傾整個政府。國會內的共和黨成員的政治理念與特朗普不大相同，有可能在某
程度上對推行政策造成掣肘。即使民主黨在 2008 至 2010 年間都幾經辛苦才能推行很多政策；並且未能實現稅務或移民 政
策，皆因要通過任何法案都要取得參議院 60%支持率才能成事 — 今次大選共和黨未能通過參議院這門檻，此外，也鑑於短
視地擔憂眾議院兩年短暫的選舉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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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一如市場對這選舉結果的預期，股市出現負面反應，歐洲及亞洲股票下跌約 2-3%，日本股市則跌約 5%。期貨初時在美股
市場大幅下跌，但實際的結果是溫和上升。這可能由於共和黨佔大多數議席會實施有利的企業稅務改革，對現時經濟上的
憂慮最為有利。在迫近選舉時的模型顯示，特朗普勝出會令股市跌幅多達 10%，但來自英國在六月公投脫歐的經驗，市場
僅短暫經歷大規模拋售，很快已止跌回升，市場因此較謹慎地行事。這可能令以下的看法未必像以往般準確，但一直以來，
重大事件的衝擊往往在事後一兩天內產生最大影響，並在大概第十天反彈回之前的水平。換言之，是市場反應過激。
相對於歐元、英鎊及日圓，美元稍為轉弱。這經常是較難定奪的問題，因為資金流入避風港的效應會令美元轉強，而經濟上
的含意和中央銀行影響則會使美元轉弱。後者似乎合用於目前的情況。另一方面，墨西哥披索和加元均下跌也不令人感到
意外，皆因特朗普也有談及取消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收益率出乎意料地反彈
與此同時，經過爭相尋求避風港投資，導致美國收益率初時下跌之後，較遠期國庫券已開始反彈，收益率現時已溫和地上升
至較高的水平。坦白說，這有點出人意料。無疑有不同的對立力量影響著市場，但我們本來以為人們爭奪避風港投資，加上
展望經濟在長期增長緩慢，在事件反應的初期將會支配著債務及通脹。不過，事實卻非如此。
相反，短期國庫券的收益率顯著低於遠期國庫券，因為美國聯邦儲備局本來極有可能在十二月加息，但現在也成問題。不過
基於對增長和波動的憂慮，這也屬合理。話雖如此，鑑於平民主義政策當道，正常的結果，是美國經濟在日後出現通脹上升
的情況，如果成為事實，聯儲局最終一定會收緊利率。最後，也是較具猜測性的看法，是共和黨一直有意 “改革聯儲局”，
共和黨現時大權在握，這也有機會成為事實。究竟這實際上代表些甚麼，仍有待商榷。

對短期經濟的影響
令人爭論的，是特朗普當選對短期經濟會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從正面角度看，特朗普承諾推行大量刺激經濟計劃，並
通過減稅和增加基建開支進行。實際的金額尚待與國會商議後才作決定。我們假設這些計劃在未來兩年，每年能提高全國
生產總值 0.8%，其他一律不變。想像的增幅或許更多。
不過，也有幾個短期對經濟不利的影響。雖然影響難以量化來量度。不確定性的情緒上升有可能妨礙經濟增長活動，皆因
人們對特朗普作為政治領袖的才能一無所知，他的理念也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且與目前狀況大為不同，這些因素均會抑制
短期經濟增長，我們應該承認英國公投脫歐似乎沒有對英國的經濟活動造成太大打擊。
選舉結果對短期經濟的影響也視乎市場反應的程度。到目前為止，市場的起伏顯得甚為溫和，不值得視為局限經濟增長的
阻力。但如果市場變得更糟糕，則會妨礙消費及投資。
整體上，對短期經濟的影響比較模糊，雖然我們會善意地假設在這早期的關鍵時刻，可算是正面影響，但我們不排除當有
更多資料時，會重新衡量我們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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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期的經濟展望較為負面
特朗普當選對較長期經濟的影響明顯地比目前的發展趨勢較為負面。簡單說，特朗普的反貿易及反移民政綱均對經濟增長
產生負面影響。要量度對經濟增長的打擊有多大，須視乎削減了多少貿易及移民情況的影響。我們在此提供粗略的估計：


如果特朗普把美國的 1,100 百萬非法移居驅逐出境，撇開驅逐的混亂過程，以及進行如此大規模行動根本上可能性
不大，單是美國人口已損失 3%，並會在驅逐期內令全國生產總值累積下降幾個百分點，對經濟是個沉重的打擊。



把美國移民增長步伐減半將會令美國經濟增長率每年下降 0.1 至 0.2 個百分點。聽起來好像微不足道，但在 20 年
後，經濟增長將會損失 2 至 4 個百分點。



根據無黨派的 Peterson Institute 所作的模型計算，全面與中國和墨西哥打貿易戰，很快便會令全國生產總值下降
約 4%。如果落實執行，很明顯會出現經濟衰退。當然，特朗普的行動將受到國會、顧問及官僚所緩和，後果未必
如此悲愴，初步估計會對增長造成 1-2%打擊。

當然，一切視乎特朗普如何執行其不清晰的政綱內的多項政策，他又能否得到共和黨領導階層的合作，而他又會否接受黨領
導層的指點，他又會否稍為轉到政治取向較中間的路線，以及其他錯綜複雜的因素。競選時的政綱通常到實際執行時已顯著
被緩和。

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對經濟增長只有間接的影響，然而，基於兩個原因，仍與我們的分析有關聯。首先，不論國會在其他問題上的造成
的障礙有多大，總統在外交政策上享有一定程度的酌情決定權。因此，候選人外交政綱能付諸實行的機會比其他建議較大，
所以應嚴加留意。此外，外交政策對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影響，程度之大足以改變軍備開支或改變全球地緣政治風險的看法。
從這方面看，特朗普打算推行的政策仍有很多不明朗之處。他在某些方面是個孤立主義者，但在其他方面又是個擴張主義
者。一個共識的看法，是以後，尤其在初時的幾個月，地緣政治將會有極高水平的不確定性。

底線
我們以幾個想法作終結。
首先，這是繼英國公投脫歐後，平民主義力量在短時間內再次取得勝利的事實，這點不容置疑。我們不要低估平民主義陸續
取得勝利的可能性，當中最大，也最明顯的危機在歐洲，當地多個國家的人民不滿生活現狀，而適逢明年多國均舉行大選。
意大利和奧地利人民有機會各自透過在 12 月 4 日的投票表達不滿。
第二，平民主義通常代表經濟增長較低，而通脹較高。鑑於財政刺激的前景，這增長的含意短期內在美國未必屬實，但在
長遠則有可能成真。
最後，我們要理解選民通常會逐漸撥正路向。如果這總統領導有方，人民自然會支持政府推行更多政策。否則，選民將會
作出相反行動。在政治上，實在難有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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