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股市反彈的背景

全球股市於2022年7月扭轉連續三個月跌勢，標普

500指數於7月反彈約9%。此輪反彈，主要受通脹

見頂 / 聯儲局鷹派立場緩和，悲觀的投資者情緒和

部署，以及對第二季業績的既有預期較低等因素支

撐（見圖表1）。

聯儲局鷹派政策：強弩之末？

2022年7月，美國聯儲局上調聯邦基金利率75個基

點到2.25%至2.5%。聯儲局主席鮑威爾重申將通脹

率降至2%目標的承諾，並暗示9月很有可能再次大

幅加息。儘管如此，投資者仍將鮑威爾的言論視為

鴿派訊號，包括 (1) 政策利率目前已處於「中性區

間」；(2) 隨着貨幣政策進一步收緊，「放慢加息

步伐將變得合適」；以及 (3) 未來的利率決策將更

加依重數據。

第二季業績並非如預期般差

2022年第二季業績僅超出預期3%，幅度為2020年

第一季以來最小，而今年下半年每股盈利預測自7

月1日至今已下調2%。

消費方面，儘管以食品雜貨為主的銷售勝於預期，

但主要大型零售商均在下調業績前瞻指引，凸顯因

存貨累積 / 減價幅度較高、產品組合轉移超出預期，

以及成本壓力對利潤率造成的擠壓。這些趨勢亦反

映了消費者（特別是在低端市場）持續面臨的壓力。

然而，由於大型零售商目標於年底前使存貨問題正

常化，我們認為今年餘下時間的利潤率相關風險將

有所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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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標普500指數歷史市盈率區間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2022年 8月 4日
過往表現並非目前或未來表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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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趨勢並不理想，但我們認為，與較市場共識更

悲觀的預期相比，季度業績整體上仍相對可觀。即

使公司業績遜於預期，其股價亦未如最近數季般受

到市場重罰。例如，雖然一些科技巨企的第二季業

績未能達標，並強調未來面臨的宏觀挑戰，但板塊

股份在公佈業績後仍能錄得升幅。

增長股表現出眾

投資者對聯儲局議息會議作出鴿派解讀，而鑑於美

國經濟連續兩季收縮，在衰退風險日益嚴重的背景

下，市場焦點從通脹轉向對增長的憂慮，導致美國

國債收益率回落，從而支持增長型股票跑贏大市

（見圖表2）。

市場起初的拋售，是由利率上升導致的長線增長股

調整所引起。而隨着利率見頂在望，目前的關鍵問

題是：現在是否重投科技股的時機？

我們固然認為，科技行業估值已經大幅下調，目前

的風險/回報比率較年初時更具吸引力。

然而，行業的業績風險依然存在。儘管有人認為科

技行業的盈利具防守性，但我們注意到，偏重科技

股的納斯達克100指數的平均盈利預測在過去九個

月一直落後於標普500指數。而在過去跌市時期，

科技行業收入的週期性亦較大市更高。

因此，我們對科技行業維持謹慎選股策略，其中對

科技巨企的觀點最為正面。這是因為此板塊相對上

最具防守性，對業績的預期重設亦已「漸入佳境」。

儘管有個別公司業績稍遜預期，收入增長亦有所放

緩，但第二季業績仍充分反映了科技巨企在其獨有

優勢支持下的韌力。

隨着增長放緩，軟件股或會重新獲得投資者注意，

因為許多業務模式均擁有經常性收入和現金流，前

景較明朗。軟件股的主要阻力，是其估值仍較大市

存在溢價，而市場對板塊的預期重設尚未真正開始。

受個人電腦 / 智能手機相關市場疲軟影響，半導體

股或會因為庫存調整而出現更大波動。該板塊的盈

利預測下調才剛開始，而隨着半導體供應改善，可

能會開始出現訂單取消的情況，從而導致庫存進一

步增加。由於庫存水平尚未見頂，板塊表現將難以

持續，但其投資情緒及估值正在逐漸觸底。

整體市場展望

我們認為，市場或在過早反映聯儲局政策於2023年

急劇轉向的可能。根據賣方機構估算，即使直至今

年年底消費物價指數的按月升幅一直為零，年底通

脹率仍將高達6%。此外，隨着股市和信貸市場反

彈，加上金融狀況改善，聯儲局減慢加息步伐的誘

因將變得更少。

相反，若通脹回落幅度超過預期，其關鍵原因則可

能是宏觀不利因素加劇，意味盈利預測或有更大的

下調空間。

我們繼續偏好防守性較高的部署，首選行業包括醫

療保健、擁有定價權的必需消費品，以及綠色 / 傳

統基礎設施。

值得留意的是，隨着美國民主黨的「降通脹法案」

在國會取得進展，綠色基礎設施股份一直在上漲。

該法案包含約3,700億美元開支 / 稅收抵免，用於

能源安全和氣候相關領域。雖然與2021年擬斥資

5,500億美元用於氣候相關項目的「重建更好未來

（Build Back Better）」計劃相比，該法案的開支

規模有所不及，但在為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方面，

仍邁出了相當一大步。

圖表 2. 增長股於過去兩個月跑贏價值股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2022年 8月 4日
過往表現並非目前或未來表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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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委託人或代理人買賣本文件所述證券或有關衍生産
品。法國巴黎銀行集團可能於本文件所載的發行人中擁
有財務權益,包括於持有其證券的長倉或短倉及/或有關

期權、期貨或其他衍生工具。法國巴黎銀行集團(包括其
高級職員及雇員)可能或已經出任本文件所述任何發行人
的高級職員、董事或顧問。法國巴黎財銀行集團可能於
過去12個月內不時為本文件所提述的任何發行人招攬、
進行或已進行投資銀行、包銷或其他服務(包括作為顧問、
經辦人、包銷商或放款人)。法國巴黎銀行集團可在法律
准許的情况下,於本文件所載的資料刊發之前,依據有關
資料或據此進行的研究或分析行事,或使用有關資料或據
此進行的研究或分析。法國巴黎銀行集團的成員公司可
能對於有關結構性産品項下若干責任有利益衝突。例如,
其及其聯屬公司可能為其本身或為其他人士進行相關産
品的交易。其或其聯屬公司可能收取任何相關産品的部
分管理或其他費用。法國巴黎銀行可向與相關産品有關
的實體提供其他服務並獲支付酬金。所有此等活動均可
能導致有關法國巴黎銀行的若干財務權益出現利益衝突。

如本文件涉及房地產，請注意，法國巴黎銀行透過其香
港分行在香港提供的房地產服務僅限香港以外的物業。
具體而言，法國巴黎銀行，透過其香港分行並未持有牌
照處理位於香港的任何物業。法國巴黎銀行，透過其新
加坡分行並未持有牌照處理及不提供房地產服務，本文
件亦不可這樣被詮釋。

法國巴黎銀行之客戶及交易對手有責任確保自身遵守美
國第13959號行政命令(EO) （經修訂）適用之規定（及
後續所有官方指引）。有關該行政命令的全部詳情，請
閣下參閲以下網頁：如需查閲該行政命令全文，請訪問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26/13959.pdf ，
如需了解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理辦公室(OFAC)就該行
政 命 令 發 佈 之 最 新 指 引 ， 請 訪 問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financial-
sanctions/recent-actions。

閣下一經接納本文件，即同意受以上限制所約束。如中
英文版本有任何含糊不清或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在與法國巴黎銀行透過其新加坡分行進行的任何交易或
安排中，英文版是唯一有效版本，中文版將不予以考慮。

圖片源自©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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