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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繼2020年表現强勁後，新股發行創歷史新高，

而部分股票則出現波動。難道這是出現股市泡

沫的前兆？

 我們在本文分析「主街」與「華爾街」的角力，

以及其對大市構成的影響。

 重點關注基本因素， 包括十多年來最佳盈利季

為之一，以及美國與英國的疫苗接種情況不斷

改善。最後，央行的寬鬆政策仍將成爲緩衝風

險的一大因素。簡言之，應把握波動，借勢投

資。

「主街」對戰「華爾街」:

在1月下半月，散戶史無前例地「挾爆淡倉」對抗

華爾街對沖基金。雖然「Reddit大軍」運動的來龍

去脈都已經在互聯網上記錄在案，但這一動態以及

它對金融市場構成的影響卻令人意外。

股市陷入泡沫？

簡言之，

(1) 在線交易零成本、

(2) 政府派錢，

(3) 即時訊息，

(4) 熱烈的聊天室，

(5) 大量民眾疫情之下都待在家中，以及

(6) 近期的市場反彈,

等因素結合起來導致散戶交易大幅增加。流動性過

剩以及零或負利率的宏觀背景也是導致此次

「Reddit 軋空」事件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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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效率如何以及是否能應付新變種

病毒?

疫苗接種方面，沒有哪個國家能快過以色列。作爲

首批展開疫苗接種的國家，截至1月底，以色列已

有約40%的人口施打疫苗, 這無疑將成爲疫苗有效

性的晴雨表。

與去年的Callmageddon事件（主要涉及大型科技

股）相比，此次事件截然不同。這次的焦點集中在

部分流動性不足的中小型股，尤其是基本因素不佳

的公司，因此這些股票被市場嚴重做空。此次空頭

擠壓事件是由「牧童大衛」（散戶）發起的一場運

動，在民粹主義的煽動下擊敗「巨人歌利亞」（對

沖基金）。

該如何部署？

短期而言，股市連漲四個月後出現超買，接下來出

現整固有利於股市健康發展。我們在上月的《投資

導航》中曾寫道，「若任何負面消息可能遲早引發

市場修正，我們並不會意外」。這種情況現已經發

生/正在發生。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標普500指數的整體空頭倉位

處於9年低位。因此，遭空頭擠壓的主要是部分小

型股。這從小盤股指羅素3000指數排名前五的股票

表現一目了然，這些股票年初至今上漲20%。這次

事件對市場構成的影響會持續多久仍有待觀察，也

許影響依然有限。

在股價大幅震蕩之下，許多空頭對沖基金紛紛倉促

止損。這造成200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去槓桿化行動，

因爲「巨人歌利亞」（對沖基金）試圖平倉或甚至

是減長倉。結果是，股票長/短倉基金的整體淨倉

位從0.8減少至0.5。商品期貨顧問(CTA)基金也紛

紛減持。未來數週可能會出現進一步倉位調整，縱

使這種情況通常會迅速發生。

總括而言，投資者的股票倉位雖在增加，但並沒有

發出明顯的警告訊號。顯然，值得觀察的是波動性

升高、保證金要求及交易限制的程度將如何影響股

市的整體資金流入情況。然而，還需要留意的是貨

幣市場基金仍有規模高達9290億美元的資金。另外，

儲蓄率高企，而且隨著經濟重啓，這可以促進支出

上漲。

投資導航（亞洲版）- 2021年2月刊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

理，202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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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百人新冠疫苗分配劑數

疫苗接種

金融市場目前最爲關鍵的變數之一就是疫苗接種。

好消息是全世界都在加快接種。英美兩國的接種進

展非常鼓舞人心。英國大幅領先其他國家，每百人

接種超過14劑，而且一日内的接種率高達人口總數

的1%。美國方面，總統拜登的目標是在上任100天

内讓1億美國人接種疫苗，目前這一計劃進展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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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爲止，初步結果令人欣慰，60歲以上已接種

疫苗人士的病毒感染率比未接種人士低60%。此外，

以色列衛生部已發佈60歲以上已接種兩劑輝瑞

/Biontech疫苗人士的數據。僅0.07%受感染，僅

0.005%需要住院治療。這些都是意義重大的里程

碑。

顯然，目前還有很多未知數，比如疫苗效能持續多

久以及新病毒株。好消息是，新研發的mRNA疫苗

技術能適應新變種病毒。事實上，製藥商已開始針

對南非發現的變異毒株開發「加强針」。

企業基本因素如何？

目前美國財報季顯示，已發佈業績的公司中有80%

以上的盈利勝預期，超過近5年的平均值74%。超

過預期的幅度也高達+19%，勝過近5年的平均值

+6.3%。如果剩餘尚未公佈業績的公司都能保持這

一水平，則有望創下2008年以來第二大勝預期幅度。

這顯然反映出新冠疫情構成的外部衝擊。

這點很重要，因爲去年環球股票在市場消化經濟復

甦過程中估值倍數已擴張。隨著今年環球盈利提速，

我們預期估值倍數會有所收縮。簡言之，我們預期

環球股票會上漲，但幅度會小於盈利增速(28.9%)。

然而，環球股票仍有上升空間，縱使2020年已經大

漲。此外，股息率與債券孳息率之間的差距仍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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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率

10年期

債券

孳息率

股息差

自2020年

以來的

平均值

目前比平均

值高出幅度

(基點)

美國 1.40% 1.10% 0.30% -1.40% 168

日本 1.90% 0.00% 1.90% 0.80% 113

歐元區 2.10% -0.20% 2.40% 0.30% 201

英國 3.20% 0.30% 2.80% 0.50% 232

資料來源：湯森路透Datastream、法國巴黎銀行財富

管理，2021年2月3日

過往表現並非目前或未來表現指標。

央行繼續提供支持

世界主要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增速可能比2020年要慢。

儘管如此，預期2021年的增長率仍將達到15%左右。

利率也仍將保持低企。總括而言，各央行將繼續維

持寬鬆政策，自環球金融海嘯以來這已成爲更常見

的救市工具，並引導資金流入金融資產。

結語

我們繼續認爲2021年是經濟復甦之年，縱使前路可能依舊坎坷。重要的是，憑藉强勁的經濟勢頭以及

各國政府與央行的持續支持，宏觀經濟和企業盈利基本因素將保持强勁，利好經濟與股市。因此，我

們建議把握近期的任何股市修正作爲加倉機會，特別是我們看好的領域，比如中小型股和週期性板塊。

數，儘管估值倍數已擴張。目前比近20年的平

均水平高出100到200個基點，令股票具有吸引

力。

股票與固定收益的收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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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産總值 (按年%) 消費者物價指數 (按年%)

2020 2021f 2022f 2020 2021f 2022f

環球 -4.0 5.6 4.0 - - -

成
熟
市
場

美國 -3.6 4.2 4.1 1.3 1.9 1.9

日本 -5.3 1.1 3.0 0.0 -0.4 -0.3

歐元區 -7.3 3.8 5.5 0.2 0.8 1.3

英國 -11.1 4.0 8.6 0.9 1.5 2.1

亞洲發展中國家 -7.7 8.7 4.5 3.6 2.8 2.8

北
亞

中國 2.3 9.5 5.3 2.6 2.3 2.8

香港* -7.5 3.7 3.4 0.3 2.4 2.5

南韓 -1.0 3.1 2.9 0.6 1.1 1.2

台灣* 0.0 3.2 2.1 -0.1 1.0 1.2

南
亞

印度 -11.4 11.6 5.0 5.8 4.3 3.8

印尼 -2.0 5.8 4.5 1.9 1.7 2.0

馬來西亞 -5.0 7.5 3.9 -1.2 -0.3 1.0

菲律賓* -8.3 7.4 6.4 2.4 3.0 3.0

新加坡* -6.0 5.0 2.6 -0.4 0.3 1.1

泰國 -6.6 4.2 3.7 -1.3 -0.7 0.5

 美國仍需數月才能剋服新冠疫情構成的

衝擊。經濟增長將依靠政府支出、有利

的消費者情緒及商業情緒來帶動。

 我們預期，經濟活動將從2021年第二季

度開始顯著加速。

 我們對於2020和2021年的通脹預期大致

維持不變。

 疫情危機過後，通脹應會非常緩步地上

漲至符合各央行通脹目標的水平。

投資導航（亞洲版）- 2021年2月刊

經濟及通脹預測

資料來源: 法國巴黎銀行經濟研究中心，法國巴黎銀行環球市場，截至2021年1月31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資料及預測，截至2021年1月31日

經濟增長 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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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月

(%)

2020 

(%)

遠期市盈率

（倍）

歷史市帳率

（倍）

股息率(%)

2021f

每股盈利增

長(%) 2021f

每股盈利增長

(%)2022f

股本回報率(%)

2021f

成
熟
市
場

美國 -1.0 -1.0 23.3 4.5 1.9 21.3 15.3 25.5

日本 0.4 0.4 18.2 1.5 2.0 -3.4 36.5 7.9

歐元區 -1.4 -1.4 17.5 1.7 2.3 48.1 19.0 6.9

英國 -0.7 -0.7 14.1 1.7 3.8 46.8 14.0 6.2

亞洲（日本除外） 4.0 4.0 17.5 2.2 2.0 26.2 17.3 10.4

北
亞

中國 7.3 7.3 17.1 2.6 2.0 18.3 17.8 10.1

香港 2.0 2.0 18.1 1.4 2.6 31.8 12.0 8.8

南韓 3.6 3.6 14.7 1.5 1.5 45.7 22.4 12.3

台灣 6.2 6.2 19.6 3.0 2.4 14.4 12.3 16.9

南
亞

印度 -2.5 -2.5 23.8 3.8 1.2 36.7 18.6 9.4

印尼 -2.9 -2.9 17.5 2.6 2.9 32.3 20.8 14.6

馬來西亞 -3.7 -3.7 14.5 1.7 3.0 65.5 -5.0 11.2

菲律賓 -7.9 -7.9 18.8 2.0 1.5 43.6 22.7 8.6

新加坡 1.3 1.3 15.0 1.2 3.7 47.9 18.4 6.5

泰國 0.0 0.0 19.9 1.9 2.7 31.5 21.0 7.8

資料來源：明晟指數 (以當地貨幣計價)、彭博、湯森路透Datastream、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截至2021年1月31日

 股市的任何修正都是買入機會： 最近的散戶投資

者熱炒現象導致股市出現一些波動。然而，鑒於

美國企業盈利優於預期、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數下

降、疫苗推出、再加上超低的實際利率以及持續

的刺激措施，我們相信股市的任何修正都是買入

機會。

 下調亞洲科技板塊至「中性」：亞洲科技股自

2020年中以來出現令人矚目的反彈。我們預期半

導體和硬件股的短期動力或有所緩和，原因是大部

分利好因素都已經反映在價格上。一些大型的亞洲

互聯網股票的快速重估在技術上來看也是不可持續

的，令短期風險/回報的吸引力減弱。我們依然結

構性看好該板塊，並會在經過一段整固期後考慮上

調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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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環球整體：正面 亞洲整體：正面

正面 中性 負面

國家

歐元區

新興市場

日本

英國

美國 -

板塊

醫療保健

材料

工業

房地產

非必需消費品

科技

公用事業

能源

金融

通訊

必需消費品

國家

中國

台灣、新加坡

南韓

印度、印尼

泰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

板塊

材料

工業

必需消費品

醫療保健

公用事業

通訊

房地產

非必需消費品

能源

科技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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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回報率(%) 最差孳息率
(%)1個月 2020 2019

亞
洲

亞洲美元債券 -0.2 7.1 7.3 2.5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1.2 7.9 9.2 2.7

中國 -0.2 5.9 6.1 3.1

香港 0.1 8.0 8.0 2.1

印度 0.3 7.0 6.7 3.2

印尼 -0.3 9.5 9.8 2.6

新加坡 -0.2 6.8 6.9 1.8

南韓 0.2 7.1 6.9 1.0

菲律賓 -0.3 7.1 7.4 2.2

其
他
地
區

美國十年期國債 -0.8 7.8 8.7 1.1

美國投資級別債券 -0.7 6.7 7.5 1.2

美國高收益債券 0.3 7.5 7.1 4.3

新興市場美元債券 -0.1 6.7 6.8 3.3

資料來源：巴克萊指數、彭博、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截至2021年1月31日

美國國債孳息率

12個月目標 (%)

2年期國債 5年期國債 10年期國債 30年期國債

0.25 0.50 1.40 1.90

 保持較低的實際利率: 聯儲局和歐洲央行均無意上

調其政策利率，希望保持較低的實際利率，以支

持經濟復甦。有關聯儲局縮減購債規模的爭論還

爲時過早。

 看好亞洲/新型市場硬貨幣和當地貨幣債券：在美

元走弱以及寬鬆的貨幣政策之下，環球大背景依

然是有利的。

 看好美國投資級債及「墮落天使」企業債：投

資級債2021年的需求應會保持强勁，縱使在債

券孳息率漲幅過大時的風險要高於以往的水平。

利差較低，但可能會變得更窄。利差偏低使得

高收益債這一資產類別的吸引力較低。我們更

傾向於「墮落天使」，因爲與高收益債相比，

它們能提供不錯的孳息率，而且風險敷較低。

投資導航（亞洲版）- 2021年2月刊

固定收益

環球債券整體：負面 亞洲（美元）債券整體：中性

短期美國國債

投資級別

新興市場債券

（當地貨幣）

新興市場債

（硬貨幣）

高收益
長期美國國債

德國政府債券

香港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南韓

印尼

中國

-

正面 中性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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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貨價 3個月 12個月

截至2021年1月31日 觀點 目標價 觀點 目標價

成
熟
市
場

美元指數* 90.58 = 91.5 = 88.2

日本 104.7 = 104 + 102

歐元區 1.215 = 1.20 + 1.25

英國 1.373 = 1.36 + 1.45

澳大利亞 0.767 = 0.76 + 0.80

加拿大 0.717 = 0.72 + 0.75

1.277 = 1.27 + 1.25

亞
洲
（
日
本
除
外
）

中國

香港* 6.461 = 6.50 = 6.40

南韓* 7.754 = 7.75 = 7.75

台灣* 1,119 = 1,085 + 1,065

印度 28.00 = 28.2 = 27.7

印尼* 72.96 - 75.0 - 75.0

馬來西亞* 14,030 = 13,800 = 13,800

菲律賓* 4.043 = 3.98 + 3.87

新加坡* 48.08 = 47.4 = 47.5

泰國* 1.327 = 1.30 + 1.27

29.93 = 30.60 = 30.30

歐元：1月份，歐元區的衛生狀況惡化迫使各國政

府採取更嚴厲的措施，美元趁機獲利。我們認爲歐

元兌美元短期内會回穩至1.20附近。儘管如此，市

場情緒將會對疫苗接種計劃的推行進度更加敏感，

預期疫苗接種計劃（尤其是歐元區）會加速推進。

我們的12個月歐元兌美元目標維持在1.25。

黃金：預期超寬鬆的貨幣政策會持續更久。負實際

利率及通脹擔憂將令金價在2021年再次站上2000

美元/安士水平。

石油：油組及其盟友國家(OPEC+)限產，尤其是沙

特決定在2月和3月内每日減產一百萬桶，應能支撐

這段因新冠疫情反彈而導致需求低迷時期的油價。

我們預期布蘭特油價在2021年上半年會保持在每

桶45-55美元區間，下半年則可能升至每桶50-60美

元區間。

投資導航（亞洲版）- 2021年2月刊

外匯與商品

12個月外匯觀點 商品

正面 中性 負面

正面 中性 負面

黃金

石油

基本金屬
- -

正面 中性 負面

日圓

英鎊

紐西蘭元

南韓圓

新加坡元

港元

印尼盾

泰銖

歐元

澳元

加元

馬來西亞幣

人民幣

新台幣

菲律賓比索

美元

印度盧比

外匯預測

資料來源: 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截至2021年1月31日
*法國巴黎銀行環球市場預測，截至2021年1月31日

註︰ + 正面 /  = 中性 /  -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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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及戰術資產配置

我們的戰術資產配置建基於我們首席投資官(CIO)團隊的資產配置觀點。本月較上月無變動。

投資取向：均衡

戰略資產配置 戰術持倉 本月戰術資產配置

固定收益

股票

另類投資

流動性

投資取向：靈活

戰略資產配置 戰術持倉 本月戰術資產配置

固定收益

股票

另類投資

流動性

投資取向：高度靈活

戰略資產配置 戰術持倉 本月戰術資產配置

固定收益

股票

另類投資

流動性

資料來源：MyAdvisory，截至2021年2月2日

上述圖表僅供説明用途，可能會不時變動。

投資導航（亞洲版）- 2021年2月刊

50% -5% 45%

30% 5% 35%

10% - 10%

10% - 10%

35% -5% 30%

45% 5% 50%

15% - 15%

5% - 5%

20% -7% 13%

65% 7% 72%

15% - 15%

0% - 0%

環球可轉換債券…

北美

11%

歐洲

5%

亞太（美元 )

22%

新興市場（當地

貨幣）

6%
北美

8%

歐洲

7%

日本

4%

亞洲（日本除外）

16%

另類投資

10%

流動性

10%

環球可轉換債券

1%
北美

6% 歐洲

0%

亞太（美元 )

17%

新興市場（當地

貨幣）

6%

北美

12%
歐洲

10%

日本

4%

亞洲（日本除

外）

24%

另類投資

15%

流動性

5%

環球可轉換債券

1%
北美

2%

歐洲

0%
亞太（美元 )

5%

新興市場（當地貨

幣）

5%

北美

17%

歐洲

13%
日本

6%

亞洲（日本除外）

36%

另類投資

15%

流動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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