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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1-5点本质上是暂时的，因此现在断定这是否

是持续通胀上升趋势的开端、进而促使央行大幅收

紧政策，还为时过早。投资者应该关注哪些指标来

判断是否存在长期通胀威胁？

可监察以下四大指标：

1) 薪资增长

2) 房价及租金增长

3) 大宗商品价格

4) 长期通胀预期

我们的基本预测是通胀走高是暂时的。我们预期美

国CPI通胀会在第二/第三季超调，然后今年末回落。

通胀恐慌情景再现？

近期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高于预期，加上4

月份个人消费支出(PCE)通胀数据强劲，引发部分

投资者对美国经济过热及持续通胀的担忧。然而，

美联储官员认为目前的通胀上升只是「暂时的」。

我们对通胀的看法如何？这是否会促使货币政策提

前收紧？对资产价格有何影响？

带动通胀走高的主要因素如下：

1) 基数效应

2) 积压的需求

3) 财政刺激政策

4) 供应瓶颈

5) 劳动力短缺

6) 大宗商品价格走高

7) 通胀预期不断上升

概述

• 我们的基本预测是通胀走高是暂时的。我们

预期美联储会于今年6月开始商讨减码、于9

月宣布相关决定，并于2022年初开始执行。

• 中期而言，因通胀预期走高，我们预期价值股/

周期性股将表现优异，但防守性股则会在波动加

剧的夏季领先。



2010-11年的通胀恐慌

资料来源：彭博、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1年
6月2日。过往表现并非目前或未来表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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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版块与通胀预期上升的相关性

各地区与通胀预期上升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彭博、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
2021年6月2日。注：数据源自2003年。

过往表现并非目前或未来表现指标。

支撑不会出现结构性通胀问题的主要论点如下：

1) 美国财政政策将于今年下半年放缓，或拖累明

年的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增长动力可能于2021

年第二季触顶。近期的消费者信心以及楼市数

据已较预期疲软。我们预期美国2021年的国内

生产总值(GDP)增速为6.9%，2022年为4.7%。

2) 联邦失业补助计划今年9月到期后，预期会有更

多人重返就业市场（部分州份的失业补助计划

已经提前结束）。这将减缓薪资增长。

3) 科技资本支出激增，令生产力不断提升，这往

往是导致通缩的成因。

如以史为镜

现在所发生的情况与2010-11年期间的通胀恐慌相

似，当时正值美国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复苏，而通

胀在几个季度之后有所回落。下图表明，短期通胀

预期见顶可能是美债收益率达到峰值的信号。

通胀预期上升时，价值股/周期性股往往表现优异

若担忧通胀，我们下面的分析显示，材料、金融、

工业及能源与美国通胀预期的上升呈更高的正相关

性。此外，欧元区（周期性股持仓更多）股市在通

胀预期处于上升趋势时的表现相对突出。

此外，科技板块近期表现落后，可能意味着一旦通

胀预期和债券收益率见顶，成长股可能重拾领导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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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资产类别表现 - 5月宣布减码、12月正式执行

资料来源：彭博、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1年6月2日
过往表现并非目前或未来表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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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策略：

• 充裕的流动性为比特币、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s)及非盈利科技公司等领域制造出一个小泡

沫。我们认为，近几月以来这些领域出现的大幅修正是健康地消除过剩的流动性，而非代表股

市很快就要触顶。

• 我们继续看好整体股市。中期而言， 因通胀预期走高，我们预期价值股/周期性股将表现优异，

但防守性股会在波动加剧的夏季领先。我们看好金融、房地产及医疗保健板块。

美联储何时会减码？

通胀预期当前在2%水平(根据美联储的测算) - 这是

个完美数字，既不太高，也不太低。因此，失业问

题比通胀上升更令人关切，因为后者被视为是暂时

的。

我们认为，美联储在今年6月议息会上将开始商讨

减码，并于9月宣布相关决定。减码可能是个缓慢

的进程，或于2022年初开始执行。美联储可能会

从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开始，原因是美联

储目前持有32%MBS市场，而楼市目前状况良好。

减码的潜在影响

下图显示的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美国股票和

新兴市场股票在2013年的表现，当年美联储是在5

月宣布减码并于12月正式开始执行。从下图来看，

减码对美股的影响似乎更小，标普500指数在宣布

减码之后仅跌4%，而真正执行减码的时候继续其

上升趋势。美债收益率也在减码执行之初见顶。尽

管如此，新兴市场股票则较为脆弱，在2013年期

间对宣布减码和实际执行时都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这次减码的影响可能没有2013年的「减码恐慌」

严重，因为美联储传达的信息更清晰，而且暗示会

采取缓慢行动，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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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首席投资官(CIO)资产配置概览_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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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
组成部分 看好 看淡 评论

本月 上月

股票 + +

市场

欧盟、英国、日本、

新兴市场：中国、

台湾、印度、韩国

• 处于历史低位的长期实际利率再加上宽松

的金融条件，给全球股票带来巨大提振。

• 欧元区、日本及英国的顺周期性具吸引力。

• 看好新兴市场，其盈利增长表现卓越，而

且有进一步估值重估空间。

行业

房地产、金融、医

疗保健、半导体、

金矿、欧盟能源

公用事业、

家用产品
• 更趋向防守性板块。

风格/主题 大趋势主题

• 5G、互联消费者、医疗科技、水、废物处

理及基础设施等长期主题仍具有良好的潜

力。

债券 - -

政府债
新兴市场债券

(美元 + 本地货币)

美国政府长

债与德国政

府债

• 我们看淡德国政府债与美国政府长债。

板块
美国投资级债与

「堕落天使」

• 我们对欧元区投资级企业债的看法由「正

面」下调至「中性」，但继续看好美国投

资级债。

• 我们对美国及欧元区高收益债的看法为

「中性」。我们青睐「堕落天使」。

• 我们看好新兴市场债券，包括硬货币及当

地货币债券。

年期 跟基准

现金 - -

商品 + +

• 黄金 -「正面」：负实际利率与通胀担忧应

能带动金价重新站上每安士2000美元。

• 石油 -「中性」：若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石油出口有望大翻盘，这将增加本就

仍处于高位的过剩产能。我们预期布兰特

油价2021年下半年将在每桶60-70美元左

右。

• 基础金属 –从「正面」转为「中性」：预

期中国今年下半年的需求较低。仍看涨长

期趋势。

外汇 = = 欧元兑美元
• 我们的欧元兑美元3个月目标已从1.20上调

至1.25。

另类投资

房地产（工业、住

宅、专业板块)；宏

观、相对价值及事

件主导型对冲基金

注︰ + 正面 /  = 中性 /  -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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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

2020 2021f 2022f 2020 2021f 2022f

环球 -3.2 6.1 4.4 - - -

成
熟
市
场

美国 -3.5 6.9 4.7 1.2 2.5 2.2

日本 -4.8 3.0 2.3 0.0 -0.3 0.0

欧元区 -6.8 4.2 5.0 0.3 1.7 1.4

英国 -10.2 6.1 6.0 0.9 1.4 2.1

亚洲发展中国家 -5.3 8.8 4.1 3.8 3.3 3.4

北
亚

中国 2.3 9.2 5.3 2.5 1.8 2.8

香港* -6.1 4.3 3.8 0.3 1.4 1.9

韩国 -1.0 3.5 3.0 0.5 1.4 1.3

台湾* 3.1 4.7 3.0 -0.2 0.9 1.2

南
亚

印度 -7.2 12.5 4.1 6.2 4.9 4.6

印尼 -2.1 4.2 4.6 2.0 1.6 2.1

马来西亚 -5.6 5.0 4.3 -1.1 1.0 0.5

菲律宾* -9.5 6.9 6.5 2.6 3.4 3.0

新加坡* -5.4 5.2 3.2 -2.0 0.2 0.8

泰国 -6.2 3.2 4.0 -0.8 0.4 0.3

 疫苗接种步伐加快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

激计划，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复苏。

 欧盟财政刺激计划发挥积极作用，加上

疫苗和经济重启带动需求提升，欧元区

经济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大幅加速增长。

 美国通胀或在今年第二/第三季飙升后放缓，
之后可能会在2022年下半年再次升温。

 目前仍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及重返就业市场
的空间。这限制通胀风险，特别是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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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通胀预测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经济研究中心，法国巴黎银行环球市场，截至2021年5月31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资料及预测，截至2021年5月31日

经济增长 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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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

(%)

年初至

今 (%)

2020 

(%)

远期市盈

率（倍）

历史市帐率

（倍）

股息率(%)

2021f

每股盈利增长

(%) 2021f

每股盈利增

长(%)2022f

股本回报率

(%) 2021f

成
熟
市
场

美国 0.3 11.1 19.2 21.4 4.6 1.9 34.5 10.7 20.1

日本 1.6 6.7 6.6 16.1 1.4 2.0 23.7 16.5 7.1

欧元区 1.9 12.7 -2.7 17.0 1.9 2.3 47.1 14.2 8.9

英国 1.0 9.0 -16.1 13.1 1.8 3.0 61.2 6.9 8.6

亚洲（日

本除外）
1.0 6.0 22.5 15.2 2.0 2.2 35.4 12.8 11.4

北
亚

中国 0.3 1.3 25.9 15.2 2.1 2.2 16.4 17.1 11.1

香港 0.4 10.7 2.1 17.8 1.4 2.5 32.4 13.4 8.5

韩国 0.3 6.7 34.0 11.5 1.3 2.3 93.9 7.2 12.8

台湾 -2.4 15.7 28.6 15.9 2.8 2.4 34.1 7.1 18.8

南
亚

印度 6.4 12.1 16.8 21.7 3.5 1.2 33.5 16.6 12.8

印尼 0.0 -6.0 -9.5 14.5 2.3 2.5 34.6 20.3 15.0

马来西亚 -1.8 -4.2 -1.7 14.0 1.6 3.1 97.0 -7.1 12.0

菲律宾 4.4 -7.0 -9.7 15.7 1.6 1.6 51.1 24.1 7.7

新加坡 -1.6 10.6 -12.8 14.0 1.2 2.9 43.9 14.5 8.0

泰国 -0.6 5.4 -13.9 17.3 1.9 2.3 55.0 14.5 8.6

 看好整体股市：偏好欧元区及英国股票。我们继

续建议在夏季采取更趋防守性的立场，青睐优质

股息/股息增长策略。此外，我们也看好金融、房

地产及医疗保健板块。

 下调亚洲材料至「中性」：长期结构性趋势未变，

但中国政府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关注可能在短期内

会影响市场情绪。

 上调亚洲医疗保健至「正面」：医院活动的正常

化趋势将为生物制剂、慢性病药品制造商及医疗

设备制造商创造新机遇。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6月刊

股票

环球整体：正面 亚洲整体：正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国家

欧元区

新兴市场

日本

英国

美国 -

板块

医疗保健

房地产

金融

非必需消费品

科技

能源

通讯

材料

工业

必需消费品

公用事业

国家

中国

台湾、新加坡

韩国

印度、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

板块

医疗保健

工业

非必需消费品

房地产

通讯

必需消费品

能源

科技

材料

金融

公用事业

资料来源：明晟指数 (以当地货币计价)、彭博、汤森路透Datastream、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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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回报率(%) 最差收益率
(%)1个月 2020 2019

亚
洲

亚洲美元债券 0.5 6.2 7.3 2.8

亚洲当地货币债券 0.7 4.4 9.7 3.2

中国 0.4 5.0 6.1 3.3

香港 0.7 7.8 8.0 2.2

印度 0.9 8.1 6.7 3.4

印尼 0.6 7.6 9.8 2.9

新加坡 0.7 6.3 6.9 2.0

韩国 0.4 6.5 6.9 1.2

菲律宾 0.8 5.7 7.4 2.3

其
他
地
区

美国十年期国债 0.6 5.4 8.7 1.6

美国投资级别债券 0.3 5.0 7.5 1.5

美国高收益债券 0.3 9.5 7.1 4.0

新兴市场美元债券 0.6 6.2 6.8 3.5

资料来源：巴克莱指数、彭博、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1年5月31日

美国国债收益率

12个月目标 (%)

2年期国债 5年期国债 10年期国债 30年期国债

0.4 1.0 2.0 2.6

 美国最近经济数据参差不齐。美联储可能要等

到情况更清楚之后才会有动作。我们预期美联

储在今年6月议息会上将开始商讨减码，并于9

月宣布相关决定。减码可能是个缓慢的进程，

或于2022年初开始执行。

 通胀走高、薪资增长走高以及宣布减码等可能

会是美债收益率再上升的诱因。我们对美国十

年期国债收益率12个月目标维持在2%。

 对欧元区投资级企业债的观点由「正面」转为

「中性」：其估值高昂，而且收益率低在利率

上升时起不到缓冲作用。我们维持对美国投资

级企业债「正面」的看法。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6月刊

固定收益

环球债券整体：负面 亚洲（美元）债券整体：中性

美国政府短债

美国投资级债

新兴市场债

（当地货币）

新兴市场债

（硬货币）

欧元区投资级债

高收益

美国政府长债

德国政府债券

香港

印度

菲律宾

韩国

印尼

中国

-

正面 中性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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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 3个月 12个月

截至2021年5月31日 观点 目标价 观点 目标价

成
熟
市
场

美元指数* 90.03 - 88.4 - 88.4

日本 109.4 = 111 = 111

欧元区 1.223 + 1.25 + 1.25

英国 1.422 + 1.47 + 1.49

澳大利亚 0.774 = 0.78 + 0.80

新西兰 0.725 = 0.72 + 0.75

加拿大 1.208 = 1.22 = 1.22

亚
洲
（
日
本
除
外
）

中国 6.361 = 6.40 = 6.40

香港* 7.761 = 7.76 = 7.75

韩国* 1,111 = 1,120 = 1,105

台湾* 27.61 - 29.1 - 28.8

印度 72.62 = 72.0 = 72.0

印尼* 14,280 = 14,500 = 14,800

马来西亚* 4.125 = 4.12 = 4.07

菲律宾* 47.70 = 48.7 = 48.9

新加坡* 1.321 = 1.33 = 1.31

泰国* 31.24 = 32.30 = 31.70

欧委会正在商讨推出「疫苗护照」以允许欧元区

境内跨境旅行，这将收窄该地区今年第二季与美

国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差距，更有望在

第三季超越美国。欧盟「复苏基金」加码刺激措

施，而且欧洲央行可能于6月宣布减码，利好欧元。

因此，我们的欧元兑美元3个月目标已从1.20上调

至1.25，但我们的12个月目标维持1.25 。

我们也对人民币目标作出调整，预期未来几个月

将横向移动，我们的3个月和12个月目标均为6.40 。

黄金：负实际收益率、通胀担忧、过度印钞的忧虑

以及预期美元弱势应能将金价推升至每安士2,000

美元。

石油：若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石油出口有

望大翻盘，再加上美国页岩油产量缓慢增长，应能

促使未来几个月的布兰特油价达到每桶60-70美元

附近，此后会更高。

基础金属：我们对基础金属的「正面」看法收获颇

丰，铜价和锡价均创历史新高。但随着中国经济短

期降温，我们策略性获利，并下调基础金属看法至

「中性」。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6月刊

商品

正面 中性 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黄金 石油

基本金属
-

外汇与商品

12个月外汇观点

欧元

澳元

日圆

港元

印尼盾

新加坡元

英镑

新西兰元

人民币

印度卢比

菲律宾比索

美元

新台币

加元

韩元

马来西亚币

泰铢

外汇预测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1年5月31日
*法国巴黎银行环球市场预测，截至2021年5月31日

注︰ + 正面 /  = 中性 /  -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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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及技术性资产配置

我们的技术资产配置是建基于我们首席投资官(CIO)团队的资产配置观点。本月配置较上月无变动。

投资取向：均衡

投资取向：灵活

投资取向：高度灵活

资料来源：MyAdvisory，截至2021年6月3日

上述图表仅供说明用途，可能会不时变动。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6月刊

战略资产配置 战术持仓 本月战术资产配置

固定收益

股票

另类投资

流动性

战略资产配置 战术持仓 本月战术资产配置

固定收益

股票

另类投资

流动性

战略资产配置 战术持仓 本月战术资产配置

固定收益

股票

另类投资

流动性

50% -5% 45%

30% 5% 35%

10% - 10%

10% - 10%

20% -8% 12%

65% 7% 72%

15% 1% 16%

0% - 0%

35% -6% 29%

45% 5% 50%

15% 1% 16%

5% - 5%

全球可转换债券

0%

北美

6% 欧洲

0%

亚太（美元）

17%

新兴市场（当地

货币）

6%

北美

12%

欧洲

10%

日本

4%

亚洲（日本除

外）

24%

另类投资

16%

流动性

5%

全球可转换债券

1% 北美

11%

欧洲

5%

亚太（美元）

22%

新兴市场（当地

货币）

6%
北美

8%

欧洲

7%

日本

4%

亚洲（日本除

外）

16%

另类投资

10%

流动性

10%

全球可转换债券

0%

北美

2%

欧洲

0%

亚太（美元）

5%

新兴市场（当

地货币）

5%

北美

17%

欧洲

13%日本

6%

亚洲（日

本除外）

36%

另类投资

16%

流动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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