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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資產類別2020年上半年與全年的表現對比

資料來源：彭博、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截至2020年
12月31日。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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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20年是不可預測之年，經歷史上最快的熊市

下跌以及史無前例的飛速反彈。我們對2021年

持樂觀態度，認爲經濟將走上强勁復甦之路，縱

使路途上或遇顛簸。

 疫苗是關鍵的催化劑，但很多疫苗相關消息可能

已經反映在市價上。若在已經看漲的情緒下出現

短期修正，我們並不會感到驚訝。然而，市場波

動正是為2021年呈現「金髮女孩經濟」復甦之

勢部署的機會。

2020年是不可預測之年

2020年是不可預測的一年，新冠疫情這一黑天鵝事

件導致環球經濟陷入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深的衰退

。有趣的是，金融市場出現有史以來最劇烈且最迅

速的熊市下跌，但由於「不惜一切代價的」貨幣及

財政刺激以及正面的疫苗消息，我們又見到市場隨

後以最快速度反彈，年底更是創下歷史新高。

疫苗是關鍵的催化劑

全球都在密切關注新冠疫苗的研發和推出，因爲這

可能會顯示2021年的經濟復甦情況。正面的疫苗消

息，尤其是高於預期的有效率（達到90%以上）引

發大量資金在近幾個月從成長股轉向價值股/週期性

股，這正如我們此前在《投資導航》2020年9月刊

（標題為：科技股盛宴後：價值股接棒登場)中所預

期的那樣。全球股市目前處於歷史新高，關鍵問題在

於反彈勢頭是否會持續下去？

2021年前景展望：乘復甦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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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asia/cnt/news/well-done-tech-time-to-hand-value-the-bat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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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情緒是否變得過熱？

多個情緒指標顯示，投資者情緒日益樂觀，但並未

達到極端水平。例如，資產配置者持有的現金水平

在近幾個月迅速下滑，許多人更是自2013年5月以

來首次「低配」現金。我們亦留意到，流入環球股

票的資金創記錄新高，股票配置接近歷史高位。

部分情緒指數2020年11月底的時候十分令人擔憂

，CNN的恐懼與貪婪指數讀數超過90，表明市場

處在「極度貪婪」狀態。然而，該指數讀數已於1

月初回落至「中性」水平（52）。

若任何負面消息可能遲早引發市場修正，我們並不

會意外。儘管如此，市場波動為2021年的週期性

復甦提供良好的買入機會。

「金髮女孩經濟」情景

2021有望成爲十年來環球經濟復蘇最爲强勁的一

年，前提是疫苗如期而至、主要央行繼續保持寬鬆

、財政刺激政策按計劃實施、或甚至計劃推出更多

的財政支持。由於通縮目前仍是主要經濟體面對的

主要風險，我們預期2021年會出現再通脹，而不

是擔憂出現任何惡性通脹。這就類似環球經濟出現

「金髮女孩經濟」情景（不會過熱，亦不會過冷）

，這對牛市非常有利。

為週期性復甦作部署

2020年，我們對部分順週期板塊（比如材料和工

業)的觀點有所上調，以部署市場資金板塊大輪轉

。我們近幾週的觀點亦有作調整，以把握2021年

環球經濟出現强勁的週期性復甦：

• 上調日本與英國股票至「正面」

• 下調美國至「中性」，主要是因爲美國五大科

技巨頭的盈利和估值處於或接近週期高位

• 上調美國和歐洲房地產至「正面」

• 上調亞洲公用事業、材料以及工業板塊至「正

面」

2021年十大投資主題

我們對2021年持樂觀態度，認爲經濟將走上强勁

復甦之路，縱使路途上或遇顛簸。經濟增速過緩，

可能引發對經濟復甦和通縮的擔憂，而經濟增速過

強則可能導致出現通脹擔憂、以及名義與實際孳息

率上漲幅度大於預期，這是主要風險。

總括而言，「金髮女孩經濟」情景將會是利好環境

，對股票、信貸、商品及房地產尤其有利。我們的

十大投資主題（如下頁所示）涵蓋一個短期戰術性

主題，作2021年宏觀經濟前景部署；三大中期均

衡型主題，以在低利率環境下提供更具防守性的解

決方案；四大長期結構性大趨勢主題（當中一個與

中國進一步開放有關；其他三個主題是關於新消費

行爲、提升生活品質及數碼科技）；最後兩大主題

是長期環境、社會及管治(ESG)主題（關注可再生

能源/綠色交易及投資於擁有良好的公司管治與高

盈利能力的公司）。（詳情請參閲我們的2021投

資主題小冊子)

https://dam.bnpparibas.com/vcm2/mobilisation/getmobilized.php?content=/externe/office/vcm_1609907313192_3659442667662499145.pdf&id=workspace://SpacesStore/b1cdf252-61c1-4a7c-9157-87a7c83a7a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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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經濟復甦與再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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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波動絕對回報：

面對負利率世界的挑戰

03

深度探索收益

04

身處萬變世界，

構建全新多元化投資組合

05

擁抱巨龍 –

中國的資本市場開放與經濟改革

06 

疫情封鎖後世界的

新消費習慣

07

世代影響力轉變：

人口趨勢如何提升生活質素

08

智慧科技之賦能者

09

能源轉型與「綠色協議」–

長線機遇

10

良好的公司管治有助於

降低風險並造就優異表現：

投資於信任與盈利能力

點擊閲讀全文

市場前景展望

2021年
投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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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am.bnpparibas.com/vcm2/mobilisation/getmobilized.php?content=/externe/office/vcm_1609907313192_3659442667662499145.pdf&id=workspace://SpacesStore/b1cdf252-61c1-4a7c-9157-87a7c83a7a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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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通脹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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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3.2 1.3 1.9 1.9

日本 -5.4 1.5 1.8 0.0 -0.4 -0.3

歐元區 -7.5 5.6 3.9 0.2 0.8 1.3

英國 -11.5 6.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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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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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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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資料及預測，截至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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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初已經有疫苗面世，但疫苗

分配略緩慢。我們預期今年第二季度及

往後的經濟活動將從中受益匪淺。

 中國的經濟活動已回復至疫情爆發前的

水平，而且在2021年應會保持强勁 (國內

生產總值+8.6%).

 在2021-2022年期間，成熟經濟體和新興

經濟體的通脹壓力都將普遍保持疲弱。

 然而，一旦通脹面對的週期性下行壓力消

退，通脹將逐漸上升至與央行目標一直的

水平，尤其是在美國。

經濟增長 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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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1個月

(%)

2020 

(%)

2019 

(%)
遠期市盈率

（倍）

歷史市帳率

（倍）

股息率(%)

2021f

股盈利增長(%)

2021f

股盈利增長

(%)2022f

股本回報率(%)

2021f

成
熟
市
場

美國 4.0 19.2 29.1 23.1 4.3 2.0 20.4 16.2 23.4

日本 3.0 6.6 16.0 17.8 1.4 2.1 -5.0 37.5 5.8

歐元區 1.9 -2.7 22.4 17.4 1.6 2.4 47.1 19.3 6.7

英國 2.8 -16.1 10.8 14.0 1.6 4.0 42.6 16.2 6.0

亞洲（日本除

外）
6.6 22.5 15.4 15.8 1.9 2.3 25.6 16.7 10.1

北
亞

中國 2.6 25.9 20.6 15.1 2.2 2.4 18.4 17.4 9.9

香港 5.1 2.1 6.6 16.3 1.2 2.9 31.7 12.6 8.8

南韓 13.5 34.0 14.4 13.1 1.3 1.7 42.4 20.3 12.2

台灣 8.7 28.6 28.3 17.6 2.5 2.8 13.3 12.1 16.2

南
亞

印度 8.7 16.8 8.5 23.1 3.5 1.3 37.8 18.8 9.2

印尼 5.0 -9.5 3.0 17.4 2.5 3.1 32.7 21.0 14.8

馬來西亞 2.4 -1.7 -6.1 14.9 1.7 3.0 64.8 -5.1 11.0

菲律賓 5.0 -9.7 5.2 18.9 1.9 1.5 42.3 21.0 8.5

新加坡 1.3 -12.8 8.5 14.5 1.1 3.9 48.6 17.3 6.5

泰國 1.9 -13.9 -1.9 19.2 1.8 2.9 36.2 19.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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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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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正面 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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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 中性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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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

公用事業

通訊

房地產

非必需消費品

能源

金融

 上月上調日本股票至「正面」，原因是考慮到其市

場的順周期性、盈利性水平不斷上升以及估值具吸

引力等因素。

 上月下調美國至「中性」，主要是因爲美國五大科

技巨頭的盈利和估值處於或接近週期高位。

 本月初上調英國股票至「正面」，主要是因爲「英

國脫歐」貿易協議圓滿告終。

正面 中性 負面

 上月上調美國和歐洲房地產至「正面」，以作

「居家主題尾聲」部署。

 亞洲方面，我們上月上調公用事業至「正面」並

於本月初進一步上調材料以及工業板塊，原因是

我們預期由成長股向週期性/價值/收息股的輪轉在

今年第一季度會持續下去。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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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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7.3 11.0 2.8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 1.8 9.2 12.1 2.7

中國 0.5 6.1 10.3 3.3

香港 0.5 8.0 8.9 2.5

印度 1.4 6.7 12.0 4.1

印尼 0.1 9.8 18.2 2.9

新加坡 0.5 6.9 10.1 2.1

南韓 0.2 6.9 7.7 1.2

菲律賓 0.3 7.4 14.4 2.3

其
他
地
區

美國十年期國債 -0.1 8.7 6.3 0.9

美國投資級別債券 0.0 7.5 8.7 1.2

美國高收益債券 1.9 7.1 14.3 5.8

新興市場美元債券 0.6 6.8 11.5 3.7

資料來源：巴克萊指數、彭博、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截至2020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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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看好美國投資級企業債，當中偏好存續期

跟基準（8.7年）的債券。儘管美國財政部長決定終

止部分借貸便利，但安全網並沒有完全消失。基本

因素亦好於預期。

 我們對美國高收益債持「中性」觀點。相比之下，

在目前缺乏孳息率的大環境下，其孳息率還算不錯，

但利差並沒有吸引力。然而，我們看好「墮落天

使」，因爲它們被降級至高收益債領域時的利差遠

大於現有的BB級債券，因此應能繼續在這個物色收

益的環境下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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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債券：負面 亞洲（美元）債券：中性

正面 中性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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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 中性 負面

香港

新加坡

印度

菲律賓

南韓

印尼

中國

-

 上月上調新興市場債（硬貨幣）至「正面」：新

冠疫苗、美國新政府、中國內需走高、順周期金

融環境都有利於該資產類別。 此外，美國實際孳

息率低企以及美元走弱是推動新興市場債（硬貨

幣）的動力。

 上月將我們的美國10年期與30年期國債孳息率目

標分別上調至1.40%與1.9%，原因是經濟反彈將

會提高通脹預期以及期限溢價。

正面 中性 負面



正面 中性 負面

外匯與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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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

歐元

南韓圓

泰銖

港元

馬來西亞幣

美元

加元

新台幣

菲律賓比索

日圓

人民幣印

尼盾

新加坡元

外匯預測

現貨價 3個月 12個月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觀點 目標價 觀點 目標價

成
熟
市
場

美元指數 89.94 = 91.5 = 88.2

日本 103.2 = 104 = 102

歐元區 1.224 - 1.20 + 1.25

英國 1.367 = 1.36 + 1.45

澳大利亞 0.772 - 0.73 - 0.73

加拿大 1.274 - 1.31 = 1.29

亞
洲
（
日
本
除
外
）

中國 6.540 = 6.60 = 6.50

香港* 7.754 = 7.75 = 7.75

南韓 1,086.3 = 1,100 + 1,050

台灣* 28.10 = 28.4 = 27.7

印度 73.07 - 75.0 - 75.0

印尼* 14,050 = 13,800 = 13,700

馬來西亞 4.023 = 4.10 = 4.10

菲律賓* 48.02 = 47.7 = 47.3

新加坡 1.322 = 1.33 = 1.33

泰國* 29.96 = 30.80 = 30.30

資料來源: 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法國巴黎銀行環球市場預測，截至2020年12月31日

註︰ + 正面 /  = 中性 /  -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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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個月外匯觀點

美元：聯儲局轉向「平均通脹目標制」可能會推高

通脹預期，縱使聯儲局繼續買債而且前瞻指引繼續

限制名義孳息率。因此而導致的實際孳息率下滑則

利好風險情緒，並與美元持續貶值一致。我們對美

元指數的12個月目標為88.2。

人民幣：預期今年晚些時候的經濟復甦將會加速，

從而將推動環球貿易發展。此外，預期的環球美元

弱勢應會支撐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鑑於人民幣過去

一年大幅升值，我們認爲未來3個月內將回落至50

日移動均線，即6.6的水平。未來12個月而言，我

們的目標保持在6.5。

黃金：疫苗或許可以解決衛生危機，但經濟仍將備

受煎熬，面對衆多公司破產，而高債務水平則要求

央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負實際利率、美元弱勢及通脹擔憂將使得金價在

2021年再次站上2000美元/安士水平。

石油：接下來這一年，隨著需求進一步恢復，應能

對油價構成支撐。產能過剩將限制2021年的油價

上漲，但2022/23年的前景較爲樂觀，因爲近幾年

的投資匱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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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正面 中性 負面

黃金

石油

基本金屬
- -

澳元

印度盧比

正面 中性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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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及戰術資產配置

本月戰術持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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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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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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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