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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還是共存
年進入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最有可能對資產配置造成影響的三個事件分
別是疫情、美國財政及貨幣政策決定，以及中國的監管審查及宏觀經濟調控。
美國股市接連上漲，創下歷史新高，投資者會根據這些事件相應部署，市場可
能會再次出現一定波動。

與

冠狀病毒病共存還是零容忍？

疫症爆發至今已有 個月，現時
變種病毒已引致世界各地疫情蔓延。好消
息是雖然美國及歐洲的感染人數增加，但已接受疫苗接種的感染者，其住院或
死亡的機率明顯較低。儘管英國感染人數攀升，但醫療系統有能力應付，令當
地成為經濟保持開放的良好典範。美國及歐洲的出行數據仍呈現穩定走勢，而
相當一部分人口接種疫苗是復甦持續的重要前提之一。
月下旬，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小規模的地方疫情，到了 月 日，中國的個案數
字已經歸零。儘管受影響地區實施封鎖，成功遏止疫情，但中國官方服務業採
購經理指數
自
年初以來首次跌破 的水平，國內服務業似乎受到影響。
至於亞洲其他國家，當地消費尚未完全恢復，經濟復甦主要受出口帶動。下一
步策略可能是「與
冠狀病毒病共存」，但只有達到高水平接種率後方可實
現。新加坡逾
人口已接種疫苗，比例屬於最高，而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接種
率均超過
。日本、馬來西亞及南韓均已經加快疫苗接種進度。然而，東南
亞國家協會（東協）的其他經濟體（如印尼、菲律賓及泰國）可能要到
年
年中才可以突破
的門檻。整體而言，這意味著亞洲經濟體（特別是東協）
的復甦進程會較為循序漸進。
隨著冬季來臨，我們要觀察美國及歐洲能否「保持經濟開放」。至於亞洲，廣
泛復甦的前景有利
年經濟和企業盈利的增長。

許長泰
亞太首席市場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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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儲局對通脹採取容忍立場
美國通脹繼續處於高位， 月份個人消費開支價格指數較上年同期上升
月升幅有所放緩， 月份較 月份上升
，而前幾個月的增幅則介乎

，而 月份則為
。

。鴿派人士認為價格按

從 月份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紀錄及
央行年度研討會可以明顯看到，聯儲局準備在年底前開始減少
購買資產。我們相信，聯儲局可能會在 月份的會議上宣佈降低量化寬鬆水平， 月開始實際縮減資產購買規模，每
月減少買債 億美元至
年 月。
聯儲局為何需要等到 月份的原因有二。首先，新一波疫情是否會破壞復甦步伐，值得拭目而待。這一輪感染人數飆
升對美國經濟活動的影響有限，令聯儲局更加相信市場對降低量化寬鬆水平作好準備，倘若感染者和住院人數顯著上
升，情況則可能有所改變。
其次，美國國會需要達成和解，批准提高債務上限、 萬億美元的兩黨基礎設施計劃以及 萬億美元的預算案。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承諾在 月 日前就基礎設施法案進行表決。從政治計算來看，三個表決項目可能會捆綁在一起，因此
最終結果有兩種可能，若非全部獲得通過，便是面臨嚴重延遲。倘若未能提高債務上限，屆時可能會引發市場對政府
停擺的憂慮，令美國政府再次瀕臨債務違約，而這種情況顯然具有破壞性，因此聯儲局等待局勢明朗化是合理的舉動。
從長遠來看，聯儲局仍然認為通脹是暫時性質，而經濟已累積一定增長，有條件結束緊急措施。然而，若要說服聯儲
局開始加息，則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就業市場亦要有進一步改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首次加息預測中位數仍然
是
年，但下一個爭論點將是退市後的加息時機和步伐。

中國可以承受增長放緩
如上所述，踏入夏季後，中國經濟勢頭有所放緩，一部分原因是 月下旬
情緒，另一部分是
年上半年貨幣政策正常化所致。

冠狀病毒病的感染人數增加，影響市場

我們預計，未來幾個月，財政政策對支持經濟增長將發揮更大作用，特別是今年迄今為止，政府債券的發行速度較往
年來得慢。當局亦可能會適度放寬貨幣政策，特別是推出針對性措施支持中小企。
同時，中國政府致力推動「共同富裕」，應該會繼續驅使部分公司重新評估其商業模式及策略，配合促進競爭以及改
善工人及承辦商待遇的要求，短期內可能會導致企業投資出現一定程度的延遲。

投資啟示
整體而言，復甦環境應該會繼續利好風險資產，包括股票、企業信貸及新興市場固定收益。我們預計聯儲局退市不會
破壞這種狀況，但不宜對
年與
年作出過於簡單化的比較。
話雖如此，疫情、美國財政政策以及中國政策方向的不確定性在年底前仍可能引發一定程度的市場波動，特別是美國
股市近幾個月來節節上升。我們繼續主張對股票投資採取國際多元化部署，特別是分散至亞洲股市。固定收益債券方
面，相比美國及歐洲高收益公司債務，新興市場和亞洲固定收益的估值較低，表現因此較佳。從長遠來看，美元走弱
的趨勢亦應該會吸引資金流向亞洲固定收益及股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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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經濟：

固定收益：

•

•

由於聯儲局計劃縮減資產購買規模， 月份 年期美
國國庫券孳息率由
上升至
，這亦有助孳息
率曲線趨陡。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企穩，加上聯儲局重
申近期消費物價飆升應該是暫時性質，投資者似乎不
太擔心通脹。
（《環球市場縱覽 亞洲版》第 及 頁）

•

美國國庫券孳息率略為上升，有助固定收益投資者獲
得較佳回報。美國高收益企業債券錄得
的升幅，
企業信貸息差大致保持不變（ 個基點）。強勢貨幣
新興市場固定收益的表現領先，亞洲企業信貸
的
回報率為
，其中高收益債券在 月份上升
。
國際投資者對收益的渴求推高其表現，而本幣新興市
場債券隨著美元升值而受壓。
（《環球市場縱覽 亞洲版》第 、 及 頁）

•

聯儲局計劃減少資產購買規模仍然是市場焦點。 月
份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紀錄及
研討
會表明，聯儲局準備在
年底前開始退市。我們預
計這項決定將於 月份宣佈，並於 月份首次縮減規
模。倘若每月債券購買量減少 億美元，聯儲局將
需要 個月時間方可將每月
億美元的購買金額降
至零。與此同時，聯儲局在降低政策利率上調預期方
面亦非常謹慎。（《環球市場縱覽 亞洲版》第
頁）
月份，中國經濟數據欠佳，官方服務業採購經理指
數自疫情以來首次跌破 ，反映消費者情緒趨向謹
慎，而 月份中國爆發小規模疫情。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亦下跌，令人民銀行採取較為溫和的立場，透過
向小型企業提供流動性來表示對經濟提供支援的較大
意願。同時，中國政府繼續強調社會平等，對互聯網
產業進行改革。一如所料，南韓央行在 月份的會議
上將政策利率上調 個基點，原因是擔心超寬鬆貨幣
政策影響金融穩定。
（《環球市場縱覽 亞洲版》第 及 頁）

其他資產：
•

美國國庫券孳息率上升，加上市場預期聯儲局會較其
他主要央行更快實行貨幣政策正常化， 月份美元上
漲
。瑞士法郎（
）、英鎊（
）以及加
元（
）兌美元的跌幅最大；相比之下，多隻亞
洲貨幣兌美元走強，特別是印度盧比、馬來西亞林吉
特、泰銖和印尼盾，這反映資金流入相關地區，不論
是股票還是固定收益債券。
（《環球市場縱覽 亞洲版》第 及 頁）

•

月份，油價下跌
，亞太地區現時疫情形勢令需
求預期降溫，即使美國及歐洲在感染人數回升下仍保
持經濟開放亦無濟於事。石油輸出國組織持續擴大產
量，亦可能是拖低油價的原因之一。美國國庫券孳息
率上升，導致金價回軟。金價由 月初的每盎司
美元跌至 月 日的
美元，隨後回升至
美元。
隨著實際孳息率繼續向上，我們預計金價仍將繼續受
壓。 （《環球市場縱覽 亞洲版》第 至 頁）

股票：
•

•

月份，環球股市造好，標普
指數上漲
，未有
受到市場擔心估值而導致數輪調整的影響。美國國庫
券孳息率保持穩定，令增長股跑贏大市，納斯達克指
數月內上升 。歐洲股市亦表現強勁，斯托克 指
數上漲
，原因是儘管
冠狀病毒病感染人數略
有回升，但歐洲經濟仍保持開放。盈利增長強勁有助
增強投資者信心，預計這個趨勢將延續至
年第四
季，特別是只要美國國會能夠通過
年預算案以及
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一籃子方案。
（《環球市場縱覽 亞洲版》第 頁）
經歷充滿挑戰的 月份後，內地股市靠穩。儘管當局
持續對中國互聯網公司實施監管變動，但滬深
指
數下跌
，而恒生指數下跌
。部分內地投資者
趁低吸納，互聯互通的南向資金逐漸回流港股市場。
印度及泰國於月內表現領先，東協
冠狀病毒病個
案數字見頂，有利市場氣氛。
（《環球市場縱覽 亞洲版》第 及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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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看《環球市場縱覽

亞洲版》最新內容，請參閲英文版的每月市場回顧。

「市場洞察」系列（「本系列」）在並無提及產品的情況下，提供關於環球市場的全面性數據及評論。本系列探討當前經濟數據及不斷變化市場狀況的啟
示，是幫助客戶瞭解金融市場並為其投資決策提供支持的工具。
就
而言，摩根「市場洞察」及「投資洞察」系列是市場推廣通訊，並不屬於指定與投資研究有關的任何
規定的範圍。此外，摩根資產
管理「市場洞察」及「投資洞察」系列是非獨立研究，並未根據促進投資研究獨立性的有關法律要求編製，亦不受限於發布投資研究前任何交易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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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的資訊，且閣下在評估投資於任何證券或產品的優劣時，不應以本文件為依據。此外，使用者應與彼等財務專家一同獨立評估相關法律、監管、稅務、
信貸及會計影響，以決定本文件提及的任何投資是否相信是適合使用者的個人目標。投資者應確保於進行任何投資之前已獲得所有可取得的相關資訊。所
載的任何預測、數字、意見或投資技術與策略均僅供參考之用，並且均是基於特定假設及目前市場狀況作出，且可隨時變動而不發出事先通知。本文件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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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我們可進行電話錄音及監控電子通訊，以履行我們的法律和監管義務以及遵守內部政策。摩根資產管理將根據我們的私隱政策
收集、儲存及處理個人資料。
本通訊由以下實體發布：在美國為均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的
或
；在
拉丁美洲為當地摩根大通實體（視情況而定） ，僅供指定接收者使用；在加拿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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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拿大省份及地區（育空地區除外）的註冊投資組合經理及豁免市場交易商，亦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及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註冊
為投資基金經理。在英國，為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認可及監管的
；在其他歐洲司法管轄區，為
。在亞太區，由以下實體在其各自主要受到監管的司法管轄區發布：均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監管的
、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或摩根實物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公司
註冊編號：
），本廣告或刊物文件尚未經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審閱；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受日本金融廳監管並為日本投資信託
協會、日本投資顧問業協會、第二種金融商品交易業協會及日本證券業協會會員的
（註冊編號「關東財務局（金
融工具公司）第
號」）；在澳洲為
，僅向
年《公司法》（聯邦法案）
第
及
條界定的批發客戶發布。在亞太區其他市場僅提供予所指定接收者。
只適用於美國：假若閣下是殘疾人士，並在閱讀本材料時需要額外的支援，請致電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聯絡我們以提供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