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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駕馭負面因素
今年8月，中美貿易爭端升溫，而世界各國的央行則持續調降借貸成本，導致全
球無風險利率進一步走低，並且使負殖利率資產的規模增加。雖然固定收益市
場在殖利率下降後一度調整，然而全球的成長環境可能會使利率長期下行。對
於要為客戶爭取特定回報的固定收益投資經理人來說，將會面臨挑戰。
從關稅到匯率操縱
中美貿易戰在8月份歷經波折，兩國領袖首先在G20大阪高峰會上同意重啟談
判，美國總統川普隨後在8月1日宣佈，美國將在9月1日對價值3,000億美元的中
國商品徵收10%進口關稅，而在這之前被加徵25%關稅的商品則不受影響。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隨後跌破7元大關，此基準曾一直被視為中國人民銀行致力捍衛的
重要關口。
緊接著，美國財政部在8月7日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隨後宣佈，將在12
月15日之前暫緩對3,000億美元清單中的部份商品徵收新關稅，以降低徵稅措施
在感恩節和聖誕節時對美國消費者的影響。中國則向美國的出口商品加徵關稅
報復，川普隨後又作出反擊，威脅要在10月1日進一步上調中國商品的關稅稅
率。
這一連串事件很可能進一步對商業信心構成壓力，並已部份反映於全球股市表
現上，標普500指數和MSCI全球指數本月均跌3%。而企業信貸利差則在8月份溫
和擴大，顯示市場憂慮經濟成長的前景，以及對企業償債能力的潛在影響，此
一情況在能源產業尤其明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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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困局構成陰沉影像
除了中美貿易問題持續，政治問題亦令投資人行事謹慎。日韓關係惡化，影響了雙邊貿易和兩國間的情報分享。英國
首相強生呈請暫停國會運作，提高了10月31日無協議脫歐的風險。與此同時，香港的示威和暴力衝突已踏入第三個
月，至今未見明確的解決方案。意大利最近的局勢可能會令投資人稍鬆一口氣，五星運動終與中間偏左的民主黨結
盟，避開了政治孤立的局面，有望推出一個值得信賴的財政預算案。這些個別事件對經濟上一般局限於地方性的影
響，而非區域性或全球性，因此或許不會蔓延至全球市場。然而，上述事件加起來時，便可能影響投資情緒，使投資
人尋求低波動資產避險。
央行正重新思考如何救市
全球央行行長雲集懷俄明州傑克遜(Jackson Hole)，就全球經濟和如何制定貨幣政策舉行年度會議，央行官員面臨兩大
挑戰，首先，他們可用的工具已越來越少。歐洲和日本等經濟體已採取零利率政策，若進一步降息，將損害到存戶的
利益及銀行的獲利能力，而獲利能力對銀行的資本緩衝非常重要。而在美國，即使政策利率從2%降至零，也不足以
提振經濟，而是可能需要推出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
其次，央行官員可能沒有合適的工具來處理目前危害經濟增長的因素，情況就像我們不能用消防栓來撲滅漏油事故一
樣。較低的利率水準應會降低儲蓄意願，並且促進支出和投資，然而保護主義正在損害商業信心。各大企業的執行長
若看不見獲利前景，則根本不會作出投資，即使融資成本低廉亦可能無法抵消這種謹慎態度。央行官員預計將會採取
行動以支持經濟成長，然而政府和政客才是能夠更有效應對這些問題的一方。儘管如此，央行仍會努力嘗試，結果是
無風險利率降低、負殖利率資產出現，為全球投資人帶來巨大挑戰。
謹慎態度促使投資人接受負殖利率
目前，大約三分之一已開發市場政府公債殖利率已降至負數。包括德國、丹麥、芬蘭和荷蘭在內的歐洲國家，其政府
公債殖利率曲線，已處於負值水平；日本政府發行的10年期公債，每年反從投資人身上收取0.3%利息，這種現象已蔓
延至公司債市場。
大部份的負殖利率資產目前集中在歐洲和日本，倘若美國這個全球最大債券市場的殖利率也開始轉負，這可能會從根
本改變整體的投資格局。雖然這仍是言之過早，但從長遠來看，我們應抱持開放的態度。前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最近表示，美國公債殖利率轉負的趨勢將無法阻擋。
這可能促使更多機構投資人重新檢視他們的投資指示，涉足一些信用風險較高的債券發行人，以承擔更大的風險；或
將資金鎖定於更長時間的投資，來獲得流動性溢價，使資金流入高收益公司債、資產基礎證券和個別新興市場固定收
益產品。目前看來這些資產的估值並不便宜，但當利率長期走低時，投資人將會持續湧入這些領域。如果零或負殖利
率變得更加顯著，我們便需要一個更加靈活的方法來爭取回報 。

2

每月市場回顧

每月市場回顧 | 2019年9月

全球經濟：

固定收益：

•

中美貿易的緊張局勢在8月份幾經變化，美國總統川
普宣佈將對中國價值3,000億美元的出口產品徵收關
稅，其財政部更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北京威脅要
向美國出口產品加徵關稅以進行報復，兩國在短期內
似乎不太可能達成貿易協議 。
(「Guide to the Markets - Asia」第19、20頁)

•

隨著市場對經濟衰退的憂慮加劇，美國公債殖利率持
續下跌。10年期美國公債利率下跌50個基點至1.5%以
下，而30年期公債殖利率則首次跌破2%的歷史新低。
自金融海嘯過後，10年期公債殖利率更首次跌破2年
期公債，加劇市場對經濟衰退的憂慮 。
(「Guide to the Markets - Asia」第47、49頁)

•

市場對美國聯準會在9月降息的預期持續升溫，而全
球央行同時在放寬貨幣政策以支持經濟增長。雖然目
前的經濟指標仍然正面，但是美國公債殖利率曲線出
現倒掛形態，已引發市場對經濟衰退的擔憂。各國官
員正在探討擴大財政支出以支撐成長的可能性，南韓
已宣佈增加預算來應對疲弱的貿易成長 。
(「Guide to the Markets - Asia」第26、31、50頁)

•

由於市場對成長的憂慮，高收益公司債利差在8月份
擴大43個基點，但其負面影響被無風險利率下跌所抵
消。受惠於公債殖利率走低，投資等級債券表現優於
高收益債券。雖然美元走強，但主權債和美元計價的
高品質新興市場債券，在8月份仍然產生正報酬 。
(「Guide to the Markets - Asia」第53-55頁)

其他資產：
股票：
•

貿易戰和各種政治因素引發外界對全球經濟成長的憂
慮，拖累全球股市在8月份的表現，MSCI全球指數和
標普500指數上月均下跌3%。在金融和醫療保健股的
帶動下，美國第二季度的企業盈餘增長約達5%，而毛
利壓縮的程度則不如預期般嚴重 。
(「Guide to the Markets - Asia」第33、42頁)

•

在亞洲，受中美貿易爭議影響，出口導向經濟體如香
港和新加坡深受打擊。香港政局不穩替依靠本地經濟
的公司帶來壓力。相較之下，中國A股和印度股市受
惠於內部需求以及北京中央政策推動消費的措施，所
受的壓力相對溫和 。
(「Guide to the Markets - Asia」第40、41頁)

•

油價繼續徘徊在51至57美元之間。市場對經濟增長和
原油需求的憂慮，是限制油價向上的主要因素。隨著
利率走低，黃金走勢持續看好，金價更自2013年4月
以來首次突破每盎司1,500美元。雖然黃金的波動性較
大，但對於未來經濟成長放緩，以及央行可能推出更
多寬鬆貨幣措施的預期，投資人仍將黃金用於避險操
作上 。
(「Guide to the Markets - Asia」第64、65頁)

•

由於避險情緒升溫，美元、日圓和瑞士法郎分別走
高。對於新興市場貨幣而言，高波動性的貨幣如巴西
雷亞爾、南非蘭特和土耳其里拉，在外圍市場疲弱下
的表現較差。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本月下跌3.7%，失守
7元關卡，對部分亞洲貨幣構成一定壓力，但影響有
限。
(「Guide to the Markets - Asia」第6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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