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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選舉
波動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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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放眼全球，我們對前景的預測是一片樂觀，相
信2016年 是 轉 型 過 渡 的 一 年，而2017年 各 國
經濟將步伐一致並呈上升之勢。過去一季的數
據顯示，經濟前景仍有可為，美國經濟增長穩
處於較強的水平，歐洲展現一些令人鼓舞的跡
象，日本仍然決心擺脫長達30年的低潮，而新
興市場則可望恢復穩步擴張。
在過去數月，股市走勢早已反映出全球經濟可
望加快增長的前景，而現時則正在等待企業提
振盈利表現，為目前的估值水平(發達市場股市
已經超越歷史平均值)提供更多的支持理據。
債券方面，基於預期長債收益率將上升，加上
通脹開始升温，將為債券投資加添風險，但仍
有不俗的機會可讓投資經理去積極發掘。至於
外匯，美國與全球其他市場的經濟狀況分途而
進，可能會在外匯市場引發更多波動，尤其是
當匯率差距日益擴大。從此層面來看，英國公
投通過脫歐確是2016年的壞消息，讓早已問題
叢生的歐洲面對更多政治、經濟和貨幣等方面
的風險。

MICHAëL LOK
資產管理部首席投資總監及
聯席行政總裁

一如我們所料，2016年市場此起彼落。在1月
及2月份的市場動盪後，仍然堅定不移地繼續
投資，正是讓我們過去一年得以捕捉經風險調
整回報的不二法門。
我們通過多元化且積極部署的債券配置，以維
持利率倉位的操作，為今年的投資組合帶來進
帳，而在年內重返新興債券和股票市場的投資
策略亦報捷。2016年可說是充滿變數和意想不
到的一年，先有經濟可能面臨衰退的威脅、英
國脫歐公投觸發的市場震盪，再有特朗普當選
總統為美國政局開創新時代，以及在他就任後
的種種決策所帶來的潛在短期風險。

另一方面，礙於債券現時只能帶來少量的絕對
回報，無法在平衡型投資組合中發揮以往的緩
衝作用，因此另類投資策略在2017年應繼續作
為投資組合的重要成分。過去不少投資者倚賴
債券來分散風險和降低投資組合的整體波幅，
現在對沖基金及風險溢價(risk premium)策略在
這方面的功能重要性將與日俱增。

各國央行仍然動作頻頻，部分已將行動擴大至
史無前例的規模。儘管經濟繼續復甦，但未來
將需要更多的扶持。此外，貨幣市場現時基本
上 只 有 零 回 報，而 無 風 險 資 產 在 市 場 上 幾 乎
「絕跡」，投資者仍有些微空間可作風險管理，
同時亦有大量的回報機會可尋。

在本展望報告的其後章節，我們將更深入探討
上述的課題。一如既往，UBP冀盼與您討論我
們對市場在新一年的預期，並助您制訂切合所
需的投資組合。

1

2017 年投資展望

2

2017 年投資展望

目錄

2007-2017：擺脫危機 邁向光明

4

通脹正在扣門

6

寬鬆貨幣政策正步入尾聲

8

為應對利率環境轉變作準備

10

另類投資：分散及管理風險的主要工具

12
14

淺談風險溢價投資

15

新興市場：發掘機會

16

中國的引擎聲仍然響亮
日本：為轉變下注

17

美國及歐洲的下一步？

20

專家作者簡介

22

3

2017 年投資展望

2007-2017
擺脫危機 邁向光明
全球經濟同步復甦的時期來臨。

展望2017年經濟復甦

新興市場增長更穩固、更持久

2017年有望終於為充斥著經濟危機及各種餘
波的過去十年劃上句號。我們避免了經濟「大
蕭條」(Great Depression)重演，但卻無法躲過
近年的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而所
遺留的傷痕亦無法磨滅，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稱之為「新平庸」時代(New Mediocre)。

儘管新興國家的整體經濟增長率今年可能下
降至4.5%，但明年仍有潛力回升至接近5%的
水平。商品價格反彈，加上區內政府推出多項
改革和刺激措施，應可為恢復增長打下根基，
並改善各行業間的經濟增長平衡，應可推動經
濟更持續增長。

過去多年，全球經濟因眾多意料不到的新風險
而絆住了腳步，但此時期的終結可望帶來樂觀
的啟示。新興國家的經濟活動日見暢旺，配合
美國經濟增長加速，料可帶動新一輪的經濟復
甦。新一年的前景看來較為亮麗，相信經濟增
長有望上升至3.5%。

中國和印度仍將是新興國家增長的火車頭。中
國在2017年的經濟增長率可望回升至7%，除
了由於當局在2016年推行的振興經濟措施發揮
效用外，也顯示中國由倚賴出口和製造業轉型
至由消費和基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方面取得
進展。印度經濟亦已重拾活力，配合近期多項
的改革計劃，預期可推動經濟錄得8%的增長。

「儘管仍非陽光普照的高地，
但預期經濟將展現復甦跡象，
且相信未來能夠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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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可望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而其他地區的
展望也正改善。俄羅斯和巴西將因商品市場復
甦而獲益，配合內部需求回穩，相信兩地應可
在2017年擺脫經濟衰退。
故此，2017年新興及發達國家的經濟活動， 有
望自金融危機以來首次以較為協調的步伐發
展。石油輸出國就產油量上限達成協議，而各
地區的貿易量逐步增加，應有助全球貿易表現
反彈，扭轉過去數年幾乎呆滯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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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市場温和增長
發達國家在2017的經濟增長率應大致徘徊在
2%以下，但預期美國的增速將可達到2.3%。
由於勞動市場蓬勃及資本開支逐步回升(包括
石油業)，應可提振美國的內部需求。
至 於 歐 元 區 及 日 本，未 來 的 經 濟 力 度 則 較 温
和，增 長 率 大 概 介 乎1%至1.5%之 間。歐 元 區
的就業情況應可改善，為消費開支提供助力，
而投資活動也有望反彈。歐洲一體化計劃仍然
充滿疑慮，但各國的緊縮開支政策有望趨向寬
鬆，為經濟展現初期的復甦跡象而鋪路。日本
方面，早前公佈的公共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
仍未發揮作用，以致當地的消費開支及投資表
現持續低迷。總括而言，歐洲和日本正等待美
國和新興國家引領復甦。

至於瑞士，在2017年的經濟增長應可達1.4%，
與歐元區和德國的水平相若。儘管瑞士法郎兌
歐元匯價持續偏高，幸而當地的製造業及服務
業靈活度大，讓經濟得以展現強大的抗逆力，
並使增長率保持穩定。
汲取過去的經驗
儘管全球經濟在2017年將可望復甦，但未來數
年仍會面對重大挑戰。金融危機破壞了資本供
應，以致生產力增長較2007年前為低，致使發
達國家仍在奮力重建較大的增長潛力。此外，
隨著通脹開始升温，主要央行有可能縮減刺激
性貨幣政策的規模；至於發達國家的公共債務
仍然偏高，尤其是美國的公司債務在過去數年
持續擴張。

英國方面，在未與歐盟展開談判，繼而釐清兩
地在英國脫歐後的經濟關係之前，預期英國的
前景仍如迷霧。基於新的架構仍未確定，英國
經濟可能在2017年初陷入技術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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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脹正在扣門
發達國家的通脹將逐步升温。

我們預期，2017年將出現兩大背道而馳的通脹
趨勢：發達國家的通脹顯著升温，而新興國家
則明顯下降。
此兩股對比強烈的力量，源於商品價格、外匯
及內部需求在發達及新興國家當中所產生的不
同影響。石油輸出國在2016年就限制產油量達
成協議，將使油價維持在較以往數年為高的水
平。倘若在2016年首季大挫後，油價得以留守
於每桶45-50美元的水平，消費物價指數將會
上升，並在2017年初連帶推高通脹。

各主要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
7%

在英國等部分國家，貨幣匯率波動將加劇通脹
壓 力，英 鎊 在2016年 英 國 公 投 通 過 脫 歐 後 大
挫，勢將激化多個行業的輸入型通脹。與此同
時，如果歐洲央行維持高度進取的刺激性貨幣
政策，利率差異可能壓抑歐元匯價，加上政局
持續不確定，也可能加快通脹的升幅。
此外，內部需求的強勢亦已在部分行業引發通
脹壓力。在美國，租金及醫療保健成本是推高
核心通脹率的主要因素，除非新政府推展結構
性改革，否則此趨勢將在未來數季延續。英國
方面，儘管脫歐帶來了不確定性，但當地房地
產價格持續上漲，而歐洲大陸的房地產也展現
出較積極的趨勢。再者，發達國家還有另一個
共通的刺激通脹因素 — 人口老化，引致健康
護理的成本高漲。
總括而言，在能源價格的帶動下，發達國家的
通脹率勢將回升，尤其是在2017年首季。展望
明年上半年，美國通脹率應上升至2-2.5%、英
國上升至3%，而歐元區則約為1.5%。

6%

5%

4%

中國方面，物價似乎已落底，生產物價指數開
始回升，而通脹率在未來數季應徘徊於約2%
的水平，這亦意味着新興國家通脹率的下行趨
勢，將由俄羅斯、巴西及印度等地的物價跌勢
所帶動。俄羅斯及巴西貨幣在經濟危機及政局
不穩下顯著貶值，但隨著市場重拾信心，經濟

3%

2%

1%

1970
年代

發達國家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2000
年代

2010-15

2016年預測

新興國家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U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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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回穩，而兩國貨幣匯價已經轉強，應有助
於引領經濟在2017年走出衰退，並使目前達雙
位數的通脹率緩和至央行所訂的中期目標水
平。印度方面，極端氣候導致物價的漲幅超過
目標，但預期在今年底將可重返正常水平。

經合組織成員國的通脹率
5%

4%

3%

2%

1%

0%

核心通脹率
資料來源：經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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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消費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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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在經濟危機後仍然困擾市場的通脹
憂慮，可望在2017年告一段落，而一般家庭近
年因能源跌價而獲得的額外購買力，也將逐步
消失。當步入此階段時，工資便是需要關注的
重點，尤其是接近全民就業的美國。雖然目前
可能只有少數行業承受著工資增長的壓力，
而勞動參與率仍然偏低，應不足以引發物價和
工資漩渦的風險，但整體工資水平確實正在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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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貨幣政策正步入尾聲
中央銀行將減低刺激經濟的力度。

自從金融危機以來，主要央行大舉擴展非傳統
的刺激性貨幣政策。首先是降息數次，然後將
主要利率調降至負值，繼而開始買入資產，先
是國債，隨後擴大至信貸資產，而日本更直接
買入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及房地產投資信託
(REIT)。量化寬鬆政策不但導致主要央行的資
產負債表不成比例地暴漲，也使央行除了通過
其施政外，亦以資產持有人的身份對市場造成
巨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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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利率政策所引發的問題較主要央行原先預計
的為多。不論在日本及歐洲，主要利率處於負
值，觸發長期債券收益率進一步下跌，以致銀
行及保險公司、退休金等審慎的長線投資者更
難以獲取收益。
即使信貸成本因負利率措施已被壓低，但歐洲
和日本的信貸需求實際上仍然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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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與股市表現
25000 點

15000
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美國聯儲局及日本央行
的資產負債表總額，以10億美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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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金融危機發生初期的應對行動，主要央行
的 新 措 施 效 益 如 何，似 乎 已 引 起 了 更 多 的 爭
議。回看過去，央行多番為市場注入龐大的低
成本資金供應，不但帶動了市場表現，也有利
於企業進行併購計劃，及讓企業重拾提高財務
槓桿的意欲，這些措施最終使美國消費者恢復
借貸。

12000

Wilshire 5000 (rhs)

Wilshire 5000 指數
（ 右軸）

隨著2017年臨近，主要央行似乎開始注意到其
行動對刺激最終需求的作用有限，以及對銀行
業和市場生態所造成的扭曲，因此我們預期，
在未來數月當局振興經濟的策略可能出現以下
的調整：
針對於信貸資產採取定向行動；
不會再調降主要利率，並就短期債券收益
率設定下限；
一般來說，央行將偏好收益率曲線形態呈
現正向，並致力於維持此形態，但各區的實
際操作將有差異；
將由進取的貨幣政策轉變為由開支相對寬
鬆、較靈活甚至是擴張性的公共財政政策。
發達國家在2017年應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但
相信力度則會逐步縮減。過去兩年，美國聯儲
局已試圖使貨幣政策恢復常態，未來將通過調
整利率來實現，但升息幅度將會較為温和(市
場現時預測當局可能於今年12月升息，然後在
2017年6月再次行動)。至於歐洲央行，該行有
可能會延長買入資產計劃(將屆滿期由2017年

Central banks balance sheets (lhs)

央行資產負債表
（ 左軸）

資料來源：主要央行、UBP

3月再延長至同年9月)，但在內部反對壓力下，
相信不會願意進一步大幅調整購買國債的計劃
內容。至於日本和英國央行，礙於降息將對銀
行業和貨幣匯價造成間接的影響，相信兩地央
行的政策調控焦點，或會落在信貸市場而非利
率之上。
新興國家方面，貨幣決策當局可能仍會進一步
調低主要利率，尤其是通脹壓力緩和的國家，
例如巴西和俄羅斯；其他國家的降息幅度則可
能較為温和，原因是這些市場的經濟活動有望
擺脫過去數年的頹勢而再次全力推展，因此可
再削減利率的空間已不大。
總括而言，儘管主要央行的施政取向仍會維持
寬鬆，但將逐漸減弱刺激通貨再膨脹的力度，
除了由於預期經濟將可復甦外，也基於央行最
新措施對債市和銀行業所帶來的衝擊。我們相
信，央行將逐步調控其貨幣政策，以配合經濟
和通脹週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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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利率環境轉變作準備
當利率不再下跌時……

自從美國在2012年宣佈推行第三輪量化
寬鬆計劃後，投資者已為著如何在低利率
環境下投資而苦惱，但後續出現的小型危
機和增長恐慌，促使全球主要央行也加入
美國的行列，以致利率水平再創新低。不
過，在更多央行步其後塵後，美國聯儲局
已率先縮減寬鬆規模，脫離極端貨幣政
策。

不過，引發政策調整的主因，可能是央行
認為現行政策有必要逐步從聯儲局2012
年的政策轉型。雖然聯儲局的第三輪量化
寬鬆計劃足以穩定美國經濟，並啟動復甦
過程，但歐洲及日本其後推出的負利率和
寬鬆措施，卻對銀行體系造成不同程度的
損害，意味着全球政策有必要進入下一個
階段。

為何投資者不應認為已持續多年的低利
率環境將會延續下去呢？現時在日本、瑞
士、歐元區及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利率
早已處於零甚或是負值的水平。

其實，日本央行已將政策重點調整為更有
效地控制收益率曲線。雖然不少人認為
日本央行的新政策框架只屬小幅改動，
但應有助於消除銀行盈利面對的阻力，因
而鼓勵銀行向較長期的項目增加放貸，
也有望為日本政府在2017年擴大公共財

債券收益率難再緩衝股市下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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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刺激措施鋪路。另一方面，市場也日漸
揣測，歐洲央行在現行政策之外，可能需
要尋求其他策略。基於歐洲的公共財政政
策在2017年有望較為寬鬆，該區的債券
收益率曲線近期轉趨陡斜，也許會產生類
似日本央行改變政策後的效果。
儘管央行改變政策不一定就意味著「低利
率維持更長時間」的格局已經終結，但投
資者現時也必定注意到，近年來推升固定
收益資產表現的通脹率，如今正呈現回升
的跡象，有可能反過來對此類資產構成
阻力。美國通脹首先升温乃意料中事，當
地是首個推展量化寬鬆計劃的市場，現時
核心通脹率已回升至2.3%，這亦是2008
年以來的最快速度。正當美國核心通脹率
加快之際，適值全球商品自2012年以來
顯著跌價，引發廣泛的商品通縮壓力。這
股商品通縮的壓力現正開始減弱，全球原
油、農產品和工業金屬價格均錄得2012
年以來的首次增長。
儘管政策和通脹格局出現上述的明顯變
化，但市場價格卻反映出投資者相信現狀
將可維持，並認為央行將繼續帶動名義債
券收益率再創低位，而公司債券息差亦會
進一步收窄。參考美國、德國和日本10年
期國債的收益率，在減去核心消費物價通
脹率後，現時仍然處於接近歷史低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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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彌補股市下跌10%，債券收益率所需處於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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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承受公司信貸風險所獲得的息差也低於
平均水平。因此，我們相信投資者是時候改為
專注於積極管理策略及減低利率風險，而不是
像過去幾年那樣累積利率倉位。
可幸的是，高收益債券與新興市場強勢貨幣債
券的息差較擴闊，可在基準利率上升時提供足
夠的緩衝。其實，當債券收益率在2016年下半
年上揚時，以上兩類資產繼續為投資者帶來進
帳，抵銷了國債收益率上揚對回報的影響。對
於關注基準利率上升的投資者來說，藉著採取
短存續期或是浮動利率的策略（ 例如槓桿貸
款），將可獲得一定的保障。

此外，股票投資者在配置資產時，也應考慮上
述有可能發生演變的情況。回顧2016年，市場
渴求收益，以收益導向的策略亦令投資者獲得
不少回報，但相信此策略現時誇大了債券收益
率在未來數年再下跌及/或股息上升的可能。
反之，基於全球經濟勢將在2017年加快增長，
我們認為西方經濟體中較為週期性和工業類的
領域有望帶來投資機會。

商品通縮期已經結束
100%

至於希望通過國債以尋求穩健的投資者，美國
通脹掛鈎債券現時似乎並未充分反映當通脹
環境恢復常態後的前景。事實上，美國通脹預
期自2013年以來一直跟隨石油價格下跌，但兩
者近期的走勢已分途而進，顯示當通脹走勢如
預料般邁向正常水平時，將可為投資者帶來機
會。同樣地，收益率水平稍高於國債的投資級
別公司債券，現時的估值顯得偏高，而一旦通
脹預期在2017年加速，情況將更為明顯。雖然
我們繼續持有美國投資級別債券，但除傳統固
定收益的公司信貸資產外，我們也逐步加入了
浮息票據，萬一債券收益率未來繼續攀升，此
類資產將可為投資組合發揮緩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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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當投資級別債券的持有量減低，另
類投資則會取而代之，成為獲取利差回報和緩
減風險的主要工具。過去，投資者可依賴債券
價格上升以抵銷股票大挫的影響，緩和整體投
資組合所受的衝擊。可是，以債券收益率現時
如此低的水平，美國國庫債券收益率要由目前
的1.75%下跌至負0.75%，才可彌補股票10%的
跌幅；而德國國債收益率也要由目前的0%下跌
至負2.5%，才能發揮相同的作用。相反，對沖
基金及風險因子策略應能提供另類的途徑，以
抵禦在未來數月有可能持續出現的股市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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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特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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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投資：
分散及管理風險的主要工具
在分散風險、限制波幅和改善投資回報方面擔當重要角色。

回顧往績，對沖基金由於較其他資產所承受的
市 場 風 險（ 貝 他 值beta ）較 低，因 而 可 限 制 跌
幅，有助於改善傳統股票與債券組合的風險回報比率。參考過往股票單日跌幅最大的5個
交易日（ 參閱下圖），對沖基金普遍的跌幅均較
低。平均而言，對沖基金在市場出現拋售的日
子僅下跌28%。就算是最近，當市場在2016年
1月/2月下跌接近7.0%時，對沖基金的跌幅亦

自2000年以來，對沖基金在股市
單日跌幅最大的5個交易日中的回報表現

10%

只有2.6%；6月，英國公投通過脫歐，引發傳統
資產出現震盪，對沖基金更逆市地帶來0.4%的
進帳。
由於獲取額外回報的來源多樣化，以及積極地
管理相對於股市的貝他值(beta to equity)，對沖
基金得以在跌市時限制跌幅。從下一頁的圖表
可見，對沖基金業者在過去幾年的投資態度普
遍較審慎，現時相對於股市的貝他值較2008年
的高位明顯為低。
寬鬆貨幣政策實施多年，已使市場中的不同資
產之間，以及同一資產之間不同類別的表現相
關性上升，我們認為，隨著量化寬鬆計劃接近
尾聲，此投資環境已經發生轉變，而且市場將
出現更多的錯配情況，為主動型的投資經理帶
來獲取額外回報的良機。事實上，如下一頁的
下方圖表所示，股票與債券過去的走勢呈現反
向，讓傳統投資組合能夠平衡風險，但兩者表
現的負相關性現時似乎已經下降，未來甚至可
能會呈現正相關性（ 即同漲同跌）。倘若股票
與債券的表現相關性由過去20年的負0.3，轉
變為1963-2000年期間平均的正0.3，將使股票
與債券按60/40比例分配的傳統型投資組合所
面臨的風險增加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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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博、U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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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環境下，優化預期回報與所承受風險，對
投資表現顯得尤為重要，配置對沖基金亦因而
更為合理。

2017 年投資展望

對沖基金相對於股市的貝他值
一直處於有限的水平（24個月滾動數據）

對沖基金策略可在兩方面改善經風險調整回報
(risk-adjusted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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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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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要考慮的已不再是應否
投資於另類策略，而是需要著眼於
尋找能夠管理風險並達成
分散投資目標的策略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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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投資者要考慮的基本問題，已不再
是應否投資於另類策略，而是需要著眼於尋找
能夠管理風險並達成分散投資目標的策略和基
金，從而決定投資對沖基金的最佳實際方法。
基於離岸對沖基金策略對私人客戶來說較為複
雜，而持續加強規管的環境又促使金融機構，
尋求以較受規管的方式來投資於對沖基金，因
而造就了另類投資UCITS基金(可轉讓證券集體
投資計劃)在過去5年的強勁增長，讓偏好高流
動性和具透明度的投資工具之投資者，既可投
資於對沖基金策略，也不會影響投資組合的流
動性。

資料來源：彭博、U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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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對沖基金策略可作為分散風險的工
具，開 拓 與 傳 統 資 產 表 現 無 相 關 性 的 回 報 來
源。我們現時偏好宏觀/交易、相對價值及股市
中立等策略，相信在投資組合中配置20%資產
於上述策略，可降低傳統60/40投資組合的整體
風險，並且將風險/回報比率改善約25%。我們
相信，此類對沖基金策略所帶來的回報來源，
是傳統資產難以複製的。這些策略旨在捕捉市
場趨勢和出現失效時所產生的機會，往往在市
場受壓時為投資表現創造正面的貢獻。

1991

第一，部分對沖基金策略是傳統資產的理想替
代工具。舉例說，如果客戶選擇繼續投資於歐
洲的保健或能源類股，又希望改善風險/回報概
況，部分多/空頭策略將十分合適。同樣地，部
分信貸對沖基金策略，將可與高收益債券或其
他信貸資產投資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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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風險溢價投資
即 使「風 險 溢 價 投 資」(Risk Premia Investing)一 詞 或 許 有 些 陌
生，但可追溯至上世紀1960年代，當時William F. Sharpe便提出
了風險溢價乃投資回報的主要推動因素。這種投資可用於識別
各種風險溢價，並使投資者最終在風險因素下獲得回報，因而
從基本上，風險溢價就是推動投資組合回報的主要元素。
資產中的風險溢價相當於食物中的營養。就如較注重健康的人
會通過小心選擇食物，重點攝取所需的營養一樣，風險溢價投
資讓投資者可拋開資產類別的界限，識別風險與回報的真正來
源。

我們將繼續發掘表現不存在相關性的資產和策略，加強投資組
合的分散風險能力，並在低增長和高波動的環境中創造較佳的
投資表現，而我們相信，風險溢價投資將是協助您取得更佳投
資表現的元素。

值

利

風險溢價投資的優勢在於操作透明度極高、以準則為本並具成
本效益。我們因此也尋求在另類投資配置中，加入與市場趨勢
持平的風險溢價ETFs，原因是我們既希望獲取與傳統對沖基
金工具目標相若的風險溢價，又想在類似的風險調整回報表現
下，享受較高的透明度、流動性和成本效益。

價

差

譬如以下因子便可用於識別不同的風險溢價：利差(Carry)、價
值(Value)、波幅(Volatility)及勢頭(Momentum)。舉例說，價值因子
策略篩選出估值較基本價值為低的資產；而勢頭因子策略則篩
選出過去表現強勁且有望在未來保持佳績的資產。在我們的全

權委託投資組合中，已加入了低波幅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
此工具僅納入波幅較低的股票，有助於降低投資組合的風險水
平。

頭

幅

勢

波

「我們相信，風險溢價投資
將是協助您取得更佳
投資表現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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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市場：
發掘機會
多個新興市場仍具理想價值。

新興市場相比於發達市場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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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全球對高回報的渴求，導致新興市場債券
的收益率在2016年大跌，但相比美國國庫債券
的息差水平，其實新興市場處於接近歷史平均
水平，因此當經濟前景進一步改善時，息差將
在2017年進一步收窄，而價格也將更充分地反
映出這些增長較快的新興市場之週期回升景
氣。我們相信，優質新興市場主權及企業債券
看來最可受益於此輪經濟復甦。

雖然在2016年的大部分時間表現突出，但令不
少投資者感到意外的是，新興市場相比發達市
場的股市估值仍然出現顯著折價，儘管兩類市
場的企業同樣可為投資者帶來10%的股本回

08.01

新興國家的經濟將於2017年回穩和反彈，為營
造可觀的投資機會提供良好的基礎；而通脹壓
力營造紓緩，也讓當局能夠自2009-2010年以
來首次通過降息和增加公共開支，去作為支撐
市場的政策。基於區內主要的經濟體例如印度
加快改革進度，配合全球經濟景氣回暖，可望
在新一年進一步提振新興市場資產的表現。

基於新興市場股市長達3年的熊市期已於2016
年結束，來年相信可延續佳績。區內多國及全
球經濟復甦，應可推動新興市場的營業利潤率
(operating margins)，因此盈利亦將繼續增長。

12.00

新興市場是2016年表現最強勁的股市之一，
令不少投資者有疑問，此強勢在2017年能否延
續，而我們相信，答案是「可以」的。

MSCI新興市場指數相比MSCI發達市場指數
（以美元計, 右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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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率。事實上，兩類市場股市的估值現時不但
存在折價，而且折價幅度更將近30%，接近歷
史高位（參閱上頁圖表）。

回報，但其實在相若的企業盈利能力（股本回
報率）下，亞洲股票的市盈率只處於14倍的水
平，遠較美股現時的20倍為低。

在新興市場 中，拉丁美洲和東 歐 股 市 隨著 商
品價格反彈，在2016年表現理想，但全球經濟
持續復甦，亞洲股市在新一年應可更為吸引投
資者的目光。儘管大部分投資者目前均願意支
付美股估 值的溢價，以獲 取這 些企 業 較 高的

故此，基於2017年的趨勢預測對新興市場經濟
有利，相信固定收益和股票市場現時的估值折
價，將可為有意在來年進一步擴展新興市場配
置的投資者，帶來亮麗的投資機會。

中國的引擎聲仍然響亮
在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深化經濟改革。在
2001年，中 國 國 內 生 產 總 值(GDP)為1.3萬 億 美 元，而 在 此 後3
年的經濟增長率每年接近10%；到了2016年，儘管GDP將近12
萬億美元，但經濟增長率卻不及15年前的一半。以簡單數學計
算，1.3萬億美元的10%可為GDP所帶來的增長，未及12萬億美
元的6.5%之五分之一，這個正是分析中國市場要考慮的背景，
而不是單獨地去評論經濟增長6.5%或8%是好或是壞。有趣的
是，民營行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現已超過公共行業，而家庭收
入增長亦超過通脹率達5%。因此，不論是以何種標準量度，中
國經濟確實正在轉型。
中國現時的關鍵問題在於經濟增長的質素和引導改革的政
策。綜觀而論，中國人民銀行(PBoC)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NDRC)是推動市場化改革的主力，但在指導經濟下的政治體制
及眾多國有企業的利益，卻是阻礙改革的最大阻力。內地企業
債務目前高達GDP的150%，而如何降低債務負擔，正是中國當
前最艱鉅的任務。在未償還債務中，有近四成與國企有關，不
少從事傳統工業，且面對巨大的產能過剩問題。
中央的改革策略乃三管齊下：向其他處於發展初期的亞洲國
家，輸出過剩產能；放寬規管，由金融市場為利率和人民幣匯
價定價，讓債務有序地違約；以及維持較暢旺的房地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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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債轉股計劃以減少不良貸款。以上三方面必須以整體來分
析，倘若取得成功，將可使經濟更穩定和持續地增長。基於中
國的公共債務佔GDP不到50%，意味着在必要時，當局將可伸
出援手。
投資者現時可通過在香港上市的H股，以及將上海、深圳和香
港股市連繫的市場互通計劃(滬港通、深港通計劃)，來捕捉投資
中國增長的機會。而MSCI也有望在2017年將內地A股納入為新
興市場指數成分。事實上，非與指數掛鈎的積極管理基金可提
供更佳的機會，讓投資者涉足內地私營領域的新成立企業。
同樣地，中國債券市場正迅速增長並開始對外開放。據亞洲開
發銀行(ADB)於2016年6月的數據顯示，國內人民幣債券市場總
值達到69萬億美元，已相當於日本債市總值的七成。摩根大通
預期，境外投資者有望在未來數年涉足中國內地債市。現時，
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已屬舉足輕重的參與者，而顯然其影響力
將繼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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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為轉變下注
作為主要的發達經濟體，日本看似一個發展成熟且機會不多的市場。
不過，漸漸清晰的是，此初步印象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日本市場在2016的弱勢並非企業營運表現欠
佳所致，而是因為日本央行未能成功消除國內
經濟的通縮。儘管日本央行深知其政策框架的
缺失，並在2016年9月作出調整，但外界僅視之
為「小修小補」，不大可能扭轉日本央行施政失
敗的局面。
不 過，我 們 認 為 此 觀 點 過 於 短 視，反 而 相 信
此政策調整將為日後更重大的政策改變打好
基礎，新政策甚至最早有望於2017年3月財政
年 度 結 束 時 便 出 台。事 實 上，日 本 央 行 願 意
在2016年9月顯著修改政策，反映其魄力和志
向，致力於發掘新穎的方案，以解決日本經濟
揮之不去的通縮壓力。

以日股現時的估值水平，以及在日本企業獲利
能力持續改善的情況下，投資者(包括我們)值
得在上述新局面開展前，調整在2016年的大部
分時間對日股的審慎取向。
日本東證股價指數(TOPIX)現時的遠期市盈率為
14倍，市淨率為1.1倍，遠比美國標準普爾500
指數的20倍以上歷史市盈率和2.8倍的市淨率
更具吸引力。

其實，日本當局分別於2016年7月底及9月中已
寬鬆公共財政和貨幣政策，我們認為此乃日本
央行與財務省將開始加強政策協作的徵兆。
基於2016年年初時，日本領導層的行動未夠大
刀闊斧，而在年內大部分的決策也不夠果斷，
損害了其信譽，日本當局有必要展現更大的決
心，當債務高漲或通脹率達到所訂的2%目標
時，繼續帶領經濟向前。而在2017年3月日本財
政年度結束時，這或許是當局讓市場重拾信心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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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折讓：東證股價指數相比標準普爾500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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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截至9月份，美國企業盈利倒退2.4%；
反觀日本，即使日圓在期間升值15%，日本企
業的營運獲利能力仍維持理想。東證股價指數
成分股的獲利能力(息稅前利潤率)將近8%，較
2010-16年的平均值為高，至於小型股為主的
日經400指數，獲利能力也達8.5%。兩個市場
的股本回報率為7-7.5%，而日經400指數成分
企業在這兩項指標的表現也持續上升。雖然美
國和歐洲企業的股本回報率及獲利能力較高，
但自2014年中旬開始已持續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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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鄰近市場，儘管估值已低廉，市盈率仍
為2017年盈 利的15倍 及 市 淨率 為1.8倍。至 於
與日本面對同樣困境的歐洲，估值則更低，反
映歐洲銀行業所受的壓力大於日本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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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博、UBP

「似乎此乃日本央行與財務省
將開始加強政策協作的徵兆。」

股類方面，我們認為日本銀行及科技業的機會
不俗
日本央行推出的新措施，改善了行業因今年早
前的負利率政策而受壓的獲利能力，日本銀行
業因而受惠。由於營運效率提高，加上回購股
票及增加分派，均有助於改善日本銀行業的獲
利 能 力，促 使 此 行 業 在2013年 的 平 均 盈 利 表
現，較2010-2012年 安 倍上 任 前增 長了60%。
隨著銀行業持續進行改革，配合當局在2017年
擴大振興經濟政策，有望在新一年支持日本銀
行類股進一步上揚。
此外，科技類股（ 在日本又稱為電器業，包括
了當地最大的電子產品公司）現時的市盈率相
比整體市場有40%的顯著溢價，而盈利增長率
則高出50%。隨著全球經濟增長轉佳，而投資
者的投資策略不再側重於面向國內市場的企
業，相信日本科技類股將可因全球需求回升而
獲益。最近台灣的鴻海科技收購日本聲寶，正
是市場重新著眼於日本科技業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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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及歐洲的下一步？
美國面對估值挑戰，歐元區則繼續迷濛如霧。

美國經濟温和而穩定地增長，加上聯儲局採取
觀望態度，這些均是2016年支撐美股表現的因
素。基於預期當地經濟在2017年將繼續保持平
穩增長，即使預測當局可能在明年適度升息，
展望主要經濟環境仍將承托美股的行情。
然而，美股回報表現所面對的主要挑戰，相信
是目前高漲的估值水平。回顧過去100年，美股
估值偶然才會超越現時的高位，但亦很少能在
較長時間內保持在此水平。

投資者現時的悲觀情緒，以及資產配置者在過
去兩年大部分時間低配美股的取向，已廣泛反
映對美股估值高漲的關注。
當美國新一屆總統於2017年1月上任後，預期
新 政 府 推 出 的 寬 鬆 公 共 財 政 刺 激 措 施，不 但
有望促進經濟增長，也可推動企業獲利能力和
股息表現。倘若美國公司利得稅率得以調降，
並成功鼓勵美國企業將海外收入調回國內，更
將進一步刺激股票回購和分派股息的活動；否
則，美國企業盈利在新一年只會表現温和。
我們相信，投資美國股市的策略將由近年來集
中 於 表 現 亮 麗 的 優 質 收 息 股，改 變 為 專 注 於
較 週 期 性 的 價 值 類 股，將 有 助 於 在 新 一 年 帶
來佳績。其實，美國近年備受青睞的「低波幅」
股票，與「高波幅」股票的估值差距，已擴闊至
2003-04年美國科網泡沫爆破後所見的水平，
而此極端估值差距如今將可為投資者帶來機
會。
相反，歐洲政局存在變數，加上銀行業在營運
表現欠佳及需要增資下表現持續疲弱，成為了
區內股市在2016年表現不濟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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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英國公投通過脫歐令不少人震驚。
不過，對歐洲和美國市場而言，
更重要是莫再回望過去，而是專注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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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盈率溢價 – 低波幅相比高波幅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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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儘管歐洲股票估值相比美國同業存在折
價，但亦反映出歐洲公司的獲利能力較差。此
外，經調整各類股的比重後，歐洲股票相比美
國同業的估值其實相仿。現時我們的全球投資
組合雖然低配歐洲股票，但我們仍看好歐洲的
工業及資訊科技企業的價值。當全球經濟如預
期般出現週期性復甦時，它們便會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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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歐元區銀行業的資產負債表繼續面對挑戰，此
類股的估值與廣泛市場現時的差距，雖然接近
2008-09年及2012-13年發生銀行危機的水平，
但可幸的是，相信銀行類股在2016年被調低投
資評級的情況，在來年重演的可能性不大。

標準普爾500指數 – 歷史市盈率

98

意大利於2016年12月舉行憲制公投，而法國和
德國也相繼於2017年舉行大選，選舉結果勢將
深化英國和歐盟領袖在英國正式申請脫離歐盟
前的相對立場，看來政治分裂的風險仍將對歐
洲市場在2017年的行情構成阻力。

2017 年投資展望

專家作者簡介

Michaël LOK
集團首席投資總監及資產管理部聯席行政總裁
Michaël Lok於2015年加入UBP，擔任資產管理
部的聯席行政總裁。Michaël 於財富及資產管
理界擁有超過20年的經驗，在加盟前為法國東
方匯理私人銀行的全球資產管理主管，專責為
超高淨值客戶開發投資產品，而在擔任投資主
管及風險管理主管期間，也建立一系列投資於
亞洲及拉丁美洲的組合。Michaël 此前分別效

力Banque Martin Maurel及法國匯豐，出任投資
組合經理。Michaël 獲法國University of Aix-enProvence頒授銀行及財務碩士。

NORMAN VILLAMIN
私人銀行首席投資總監
Norman Villamin於2015年11月加入UBP，擔任
UBP蘇黎世的投資服務部主管兼財資與交易部
主管，並於2016年獲委任為私人銀行首席投資
總監。Norman以諮詢及全權委託方式管理財
富超過20年，此前曾為Coutts International的首
席投資總監、花旗亞太區私人銀行的投資分析
及投資意見部主管、匯豐亞太區研究主管，以

及摩根士丹利的亞太區策略主管，曾駐於香港
及新加坡。Norman獲美國密茲根大學頒授工
商管理學士，以及獲芝加哥大學頒授工商管理
碩士。

PATRICE GAUTRY
首席經濟師
Patrice Gautry於2000年2月 加 入UBP，駐 於 日
內瓦，為本行經濟及專題研究部主管。此前，
他曾於1991-1999年在巴黎效力匯豐集團，擔
任資產管理部的經濟及投資策略主管；19881991年 則 效 力Ecofi-Finance Group，擔 任 歐
洲 多 元 化SICAV基 金 及 互 惠 基 金 投 資 組 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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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理。Patrice獲HEC-CESA Paris 及University
of Orléans頒 授 研 究 碩 士(Diplôme d’Etudes
Approfondies)，主修外匯、財務及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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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或下跌。UBP可應要求向客戶提供有關特定投資所附帶風險的更多資料。本文件由Union Bancaire Privée, UBP SA發表，本行受瑞
士金融市場監管局規管，並不受任何外國機構監督。本文件無意提供予因當地適用法律而使其國籍或居住地不獲准許接收該資料的人
士。除符合適用法律外，本文件及任何其複本也不會發送至或帶往任何外國國家。
UBP SA香港分行僅將本文件分發予專業投資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所界定）
，以及UBP SA新加坡分行僅將
本文件分發予認可投資者（根據《證券及期貨法》
（新加坡法例第286章）所界定）
。非專業投資者或認可投資者（視屬何情況而定）的人
士，不可基於本文件內的任何資料而作出行動或以此作為依據。在未經UBP事先書面批准，不得（全部或局部）複製本文件或將其提供給
任何其他人士。UBP在瑞士獲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認可並受其規管，並在英國獲審慎監管局認可及受金融操守監管局規管；本行為受香
港金融管理局(HKMA)規管的持牌銀行，也為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FC)規管的註冊機構，從事第1、4及9類的受規管活動；
本行亦為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規管的商業銀行，以及根據《財務顧問法》
（新加坡法例第110章）為獲豁免財務顧問，可從事若干財務諮
詢服務，且根據《證券及期貨法》
（新加坡法例第289章）第99(1)(b)節為獲豁免資本市場服務牌照持有人，可從事若干受監管的活動。

24

Design by blossom
圖片來源：
封面 © William Potter/Shutterstock.com
P.5 © iStockphoto.com/Courtney Keating
P.7 © iStockphoto.com/Maxiphoto
P.8 © Carlos Amarillo/Shutterstock.com
P.17 © iStockphoto.com/LdF
P.19 © iStockphoto.com/fotoVoyager
P.20 © iStockphoto.com/Danil Melekhin
2016年11月

Union Bancaire Privée, UBP SA · Hong Kong Branch
Level 26 · AIA Central · 1 Connaught Road Central · Hong Kong
T +852 3701 9688 · F +852 3701 9668
Union Bancaire Privée, UBP SA · Singapore Branch
Level 24 · One Raffles Quay · South Tower · Singapore 048583
T +65 6730 8088 · F +65 6730 8068
Co Reg No T13FC0154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