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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

焦点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演变，短期内对经济构成潜在的负面影响：(1) 中国进取的隔离措施会严重破坏

经济；(2)在旅游和贸易方面与中国联系紧密的经济体而言，需求料会受冲击；以及(3)消费者、企业决
策者及投资者的预防行为会造成间接影响。

 此次疫情的传染力更强，为防止病毒进一步蔓延已采取强度更高且覆盖范围更广的防疫措施，再加上
中国如今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更大（约20%，而03年约8%），这都表明此次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
能会超过非典。

 然而，我们预期，新冠肺炎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不会令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大幅脱轨。相反，疫情得到
控制之后被抑制的需求和政府可能会采取的刺激政策，或将抵消2020年上半年的弱势，预期2020年下
半年的复苏步伐会更为强劲。

短暂但剧烈的经济冲击

首席投资官见解 - 聚焦主题

新冠肺炎疫情近期的发展形势显示，该病毒的传染力超过03年非典病毒。受感染的病人总数在短时间内就已
超过非典，而致死率则较低（目前约为2%，非典时期约为9.7%）。该病毒传播范围更广且速度更快，是否
就意味着此次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会更大？另外，此次疫情是否会成为让我们改变年初预期全球经济温和复
苏观点的黑天鹅事件？

我 们 春 节 前 发 布 的 《 策 略 快 讯 》( 点 击 如 下 链 接 即 可 获 取 全 文 ：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asia/en/expert-voices/impact-of-coronavirus.html)指出，从非典的历
史经验来看，新冠肺炎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似乎是短暂的（可能持续几个月），而且数字消费（电子商务、
线上娱乐及在线教育等）可能成为受惠者。在目前疫情不断演变的情况下，我们尝试分析对经济在短期内的
潜在影响：

(1)中国进取的隔离措施会严重破坏经济

中国政府封锁受感染城市是前所未有之举。
大多数省份都暂停营业及生产至2月9日，也
会带来经济成本。不仅线下零售业（包括餐
饮业）、交通运输业及酒店（总共占中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16%，占服务业产出的29%）
因出行限制及不确定加剧性而受创，就连制
造业也遭殃，因为工厂关门及物流受阻。再
加上2019年第一季度的基数较高，中国今年
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幅恐跌穿
5%。

03年非典期间中国消费者信心重挫

资料来源：彭博、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2020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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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防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消费者、企业决策者及投资者采取的预防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难以量化。越来越多国家及许多国际企业纷
纷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人员流动下降也显着地限制商业和生产机会。整体而言，印度和印尼为更多靠内
需驱动的经济体，其经济所受影响较小。然而，两国医疗体系偏弱，一旦新冠病毒蔓延到当地，也会受很
大影响。

此次疫情的传染力更强，政府已采取强度更高且覆盖范围更广的措施防止病毒进一步蔓延，再加上中国如今
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更大（约20%，而03年约8%），这都表明经济受影响程度可能会超过非典。 然而，我
们预期，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我们目前假设影响是暂时的）不会导致今年全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显着脱轨。相
反，疫情得到控制之后被抑制的需求和政府可能会采取的刺激政策，或将抵消2020年上半年的弱势，预期
2020年下半年的复苏步伐会更为强劲。

新冠肺炎最终会带来多少经济损失，还取决于疫情得到控制的速度有多快，以及疫情会否影响到全球更多地
区。而这目前都仍是未知数，故引外界焦虑重重。许多市场，尤其是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市场，短期内将会非
常波动。反观03年非典，明晟亚洲（日本除外）指数从峰值下挫16%，但03年下半年疫情得到控制后反弹幅
度达32%。预期将会出现“抄底”机会，但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目前的情势仍在不断升温。若借鉴非典的演
变趋势，疫情的峰值可能会在一两个月内来临。

中国央行在春节后透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大幅投放流动性1.7万亿人民币（约合2430亿美元），充分显示
央行稳定金融市场的决心。如果出现更加严峻的情况，比如疫情持续时间/规模超过预期，令经济受影响程度
扩大，我们相信届时全球各国央行会纷纷采取宽松措施，而且许多政府很可能会透过加速财政支出来应对。

经济影响可能会更大，但不至于令全球经济增长脱轨

资料来源：Haver、瑞银、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2020年1月31日

首席投资官见解 - 聚焦主题

(2) 在旅游和贸易方面与中国联系紧密的经济体而言，需求料会受冲击

• 旅游 – 中国出境游数量锐减，打
击高度依赖中国游客的经济体。
亚洲而言，香港和泰国受创最重，
中国旅游业对地区生产总值
(GDP)的贡献分别为8%和3%，
中国旅客分别占当地入境游客数
量的79%和28%。由于中国赴港
旅游人数此前因社会运动已大幅
减少，所以此次疫情对本港旅游
业造成的实际影响可能没有数字
显示的那么大。

• 贸易 – 相比03年，中国如今更加融入全球供应链。自由进出限制令不确定性高企，并导致供应链中断。举
例来说，这会影响到在湖北及周边省份设有工厂的部分台湾和南韩科企及零部件制造商。此外，中国经济
增长大幅放缓，可能会波及所有亚洲经济体。然而，过去18个月以来，中美贸易战已经引发部分供应链转
移，再加上在线消费日益壮大（2003年规模甚小），可能令整体影响有所减轻。

中国出境旅游业对新兴市场及成熟市场生产总值的贡献%

3.08

1.56

0.62 0.55 0.44 0.34 0.21
0.03

1.04

0.50
0.27

0.04 0.02 0.01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HK TH VN SG MA TW AU PH KR JP ID US IN GB DE

EM DM

% 7.96



7

首席投资官见解 - 经济及通胀预测

主要经济观点

经济增长

通胀

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
2019预测 2020预测 2021预测 2019预测 2020预测 2021预测

成
熟
市
场

美国 2.3 1.7 1.9 1.8 2.2 1.9
日本 1.0 0.2 0.7 0.5 0.6 0.3
欧元区 1.1 0.8 1.3 1.2 1.0 1.1
英国 1.3 1.1 1.7 1.8 1.5 1.8

亚洲发展中国家* 5.6 5.8 5.9 2.7 3.0 3.2

北
亚

中国 6.1 5.7 5.8 2.9 3.5 1.5
香港* 0.3 1.5 2.5 3.0 2.6 2.6
南韩 1.8 2.3 2.4 0.4 1.1 1.1
台湾* 2.0 1.9 2.1 0.8 1.1 1.4

南
亚

印度 4.8 5.5 6.0 4.3 4.5 4.5
印尼 5.0 5.0 5.2 3.2 3.3 3.1
马来西亚 4.5 4.2 4.5 1.0 2.1 2.2
菲律宾* 5.7 6.2 6.4 2.5 2.3 3.1
新加坡* 0.5 1.0 1.6 0.7 1.0 1.3
泰国 2.8 2.8 3.2 0.9 1.0 1.1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经济研究中心，法国巴黎银行全球市场，截至2020年1月31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资料及预测，截至2020年1月31日

• 全球制造业周期在过去几个月内已开始复苏，而政治风险也大幅下降，尤其是在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英国脱欧”取得新进展后。再加上央行实行非常宽
松的政策，足以让本年经济增长有所提速，但仍应注意不时重现的不确定性。

• 新冠病毒疫情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以前的流行病。造成的冲击可能影
响全年的经济前景，因为新冠病毒可能会延长制造业的弱势，从而令经济前景又
添下行风险。就目前而言，我们仍认为经济增速会在今年下半年回升。

• 随着中美签署初步的贸易协议，中国2020年开局还算不错，经济活动也出现复苏
迹象。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升温，很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尽管其影响应是短
暂的。北京方面很可能会加大政策宽松力度，并采取其他财政举措，以提振市场
乐观情绪，增强经济中期发展前景。

• 中国猪肉市场2019年遭遇危机，推升消费者价格通胀至8年新高，导致决策者在努
力扭转经济降温之势时面临复杂局面。2019年全年消费者通胀率上升2.9%，尽管
仍低于政府3%的目标。此外，生产者价格12月跌速放缓，因为制造业活动出现温
和复苏迹象，表明北京方面实行的刺激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效果已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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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国家

正面 中性 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板块 板块

首席投资官见解 –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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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31日

房地产
必需消费品

通讯
医疗保健
▲科技

公共事业
▼非必需消费品

金融
能源
材料
▼工业

新加坡
南韩
印度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尼
中国

金融
能源

通讯
非必需消费品

科技
公共事业
材料
房地产

▼医疗保健

工业
必需消费品

美国
欧元区
英国

新兴市场

日本

• 亚洲股市2020年开年表现强劲，因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带来正面动力，以及全球大多数央行采取政策宽
松的立场。投资者纷纷积极寻求入市机会。然而，近期新冠病毒疫情不断升温，很快就令投资者倍感不安，
从而引发风险资产抛售。但市场影响可能较为短暂，尤其是参考非典的历史经验，市场当时在一出现稳定
的迹象时就触底反弹。

• 鉴于新冠肺炎的爆发，我们已下调对亚洲的非必需消费品及工业的观点，主要是由于旅游业、酒店业和一
般线下活动/服务的业务量大幅下降。交通板块也可能受重创，我们预期工业生产活动会因供应链中断而有
所放缓。我们对亚洲科技板块的观点上调，该板块将受惠于线下至线上的加速迁移。

1个月
(%)

2019 
(%)

2018 
(%)

远期市盈率
（倍）

历史市帐率
（倍）

股息率(%)
2020预测

每股盈利增长(%)
2019预测

每股盈利增长(%)
2020预测

股本回报率(%)
2020预测

成
熟
市
场

美国 0.1 29.1 -6.3 19.2 3.9 2.2 1.2 9.0 19.4
日本 -1.6 16.0 -16.8 14.5 1.4 2.3 -6.9 10.2 6.8
欧元区 -1.8 22.4 -14.7 14.6 1.7 3.2 -1.5 9.7 9.8
英国 -3.4 10.8 -12.6 13.3 1.7 4.4 -4.5 6.8 9.7

亚洲（日本除外 -4.5 15.4 -16.4 13.6 1.7 2.7 1.6 15.0 11.7

北
亚

中国 -5.0 20.6 -20.3 12.1 1.9 2.7 23.2 12.4 11.6
香港 -4.8 6.6 -10.4 15.0 1.3 3.0 3.0 5.8 9.8
南韩 -2.4 14.4 -19.3 11.8 1.1 2.2 -35.1 31.4 10.8
台湾 -4.0 28.3 -8.9 16.2 2.2 3.5 -5.4 15.4 14.2

南
亚

印度 -0.8 8.5 -0.2 18.9 3.2 1.2 12.5 24.5 12.3
印尼 -4.4 3.0 -5.9 15.8 2.8 2.7 4.5 11.4 17.4
马来西亚 -3.8 -6.1 -7.0 15.8 1.6 3.4 -6.5 6.2 9.4
菲律宾 -7.7 5.2 -13.0 15.0 2.1 1.6 15.6 8.3 11.6
新加坡 -2.1 8.5 -11.5 12.9 1.3 4.1 4.6 4.1 8.8
泰国 -4.9 -1.9 -8.0 15.5 2.0 3.0 -8.8 9.4 10.1

全球：正面 亚洲：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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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中性 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首席投资官见解 – 固定收益

香港
新加坡

印度
菲律宾
南韩
印尼
中国

- -短期美国国债
投资级别

新兴市场债券
（当地货币）
新兴市场企业债
（硬货币）

高收益
新兴市场主权债

长期美国国债
德国政府债券

资料来源：巴克莱指数、彭博、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1月31日

• 1月份有大量资金流入更为安全的资产，因为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升温令投资者避险情绪高涨。美
国十年期国债需求旺盛，今年1月的收益率从19年12月底1.9%的高位下挫至1.5%。

• 美联储1月的议息会如预期维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不变。有几位美联储政策制定官员认为，目前经济状
态稳定且政策利率也位于良好水平。甚至连鸽派政策制定官员也同意在可预见的未来暂停减息。1月份
的领先指标表明，制造业有所改善且就业市场仍然强劲。美国大选结束之前，美联储不太可能调整利率，
尽管美联储也确实表示过，担忧通胀率持续低企且低于目标。

• 我们对印度债券的观点维持中性。其估值看起来合理，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风险依然令投资者情绪审慎，
尽管政府已公布2020年预算案。整体而言，相比亚洲其他地区，印度投资级别和高收益企业债的估值看
起来合理。选债在2020年仍是关键，我们青睐大型公共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券(NBFC)的观点维
持审慎，因为这类机构普遍承压的问题仍是一大忧虑因素。

总回报率(%)
最差收益率(%)

1个月 2019年 2018年

亚
洲

亚洲美元债券 1.6 11.0 -0.3 3.2
亚洲当地货币债券 0.0 12.1 -1.4 3.1
中国 1.4 10.3 -0.2 3.7
香港 2.1 8.9 1.3 2.8
印度 1.5 12.0 -1.9 3.6
印尼 1.3 18.2 -3.2 3.2
新加坡 1.9 10.1 -0.5 2.6
南韩 1.7 7.7 1.8 2.1
菲律宾 2.0 14.4 -0.7 2.6

其
他
地
区

美国十年期国债 2.7 6.3 1.3 1.5

美国投资级别债券 1.9 8.7 0.0 2.0
美国高收益债券 0.0 14.3 -2.1 5.5
新兴市场美元债券 1.5 11.5 -0.8 3.9

亚洲（美元）债券：中性全球债券：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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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中性 负面

首席投资官见解 – 外汇

1 2个月外汇观点

外汇预测

日圆
欧元
澳元

英镑
加元
人民币
印尼盾

印度卢比
泰铢

马来西亚币
新加坡元

菲律宾比索
新台币
南韩圆
港元

现货价 3个月 12个月
截至2020年1月31日 观点 目标价 观点 目标价

成
熟
市
场

美元指数 96.39 = 96.4 - 95.5
日本 108.7 + 106 + 106
欧元区 1.123 = 1.12 + 1.14
英国 1.325 = 1.32 = 1.30
澳大利亚 0.703 = 0.68 + 0.70
加拿大 1.297 = 1.30 = 1.30

亚
洲
（
日
本
除
外
）

中国 6.966 = 7.00 = 7.00
香港* 7.792 = 7.84 = 7.83
南韩 1,156.5 + 1,150 = 1,150
台湾* 29.98 = 30.1 = 29.8
印度 71.38 = 72.0 = 72.0
印尼* 13,883 = 13,600 = 13,700
马来西亚 4.091 = 4.10 = 4.10
菲律宾* 50.65 = 50.2 = 49.4
新加坡 1.345 = 1.35 = 1.35
泰国* 29.95 = 29.20 = 29.20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1月31日
*法国巴黎银行全球市场预测，截至2020年1月31日 注︰ + 正面 /  = 中性 /  - 负面

美元

• 短期而言，我们认为预期中的美国经济放缓会较为平稳，因为就业仍然强劲而且制造业触底
反弹。经济数据将是美国货币政策重新评估之关键，尽管美联储不太可能在美国大选结束前
调整利率。然而，美联储官员的确表示，担忧通胀率持续低企及低于目标。鉴于全球央行同
步放松货币政策，我们对美元的观点是短期中性，但预期美元年末会有所走弱。

加元

• 加元1月走势逆转后，我们对其的观点维持中性。近期经济数据显示放缓迹象，投资、楼市
和支出方面尤为明显。加拿大央行在下调2019年经济增长预测后，取态更趋鸽派。此外，
《美墨加协议》还有待加拿大批核，但我们预期该协议会于今年上半年全面通过。中美贸易
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应会利好加拿大商业环境，而减税则应可维持私人消费板块的表现。

美元



11

正面 中性 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预期区间

首席投资官见解 – 另类投资及商品

商品

另类投资

石油

• 由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需求担忧，油价大幅下跌。预期疫情的影响较短。
油组国家及盟友(OPEC+)的减产限制、因利比亚、伊拉克局势而可能出现的供应中
断、美国页岩油供应增长减慢、以及经济动力转佳， 应有助于油价于今年下半年回
升。若油价弱势持续，我们对其的观点可能会从中性上调至正面，但目前暂时保持
中性观点，而且我们仍然预期布兰特油价会保持在每桶60-70美元区间。

黄金

• 我们仍然看好黄金，因为主要基本因素仍良好：债券实际收益率低/为负、央行持续
购买以及供应温和。伊朗将军苏莱曼尼(Soleimani)被杀后，金价调升至每盎司1590
美元，后回落至1540美元，但因新冠肺炎恐慌情绪而回升至1580美元。我们仍看好
黄金，因其具备对冲通胀、金融动荡、地缘政治风险等尾部风险的功能。我们的预
期区间为每盎司1450-1650美元。

全球宏观

• 我们仍然看好全球宏观策略，它是货币政策在紧缩和宽松之间转变、地缘政治风险
（贸易、美国大选等）引发市场波动、甚至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的最佳策略。新兴
市场也有不少机会，因为预期还会有几次减息。系统性趋势追踪策略（商品交易顾问
策略）也会在投资组合中发挥结构性作用，因为它对冲尾部风险的本质。

事件主导策略
• 我们对事件主导策略的观点上调至正面。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企业纷纷开始寻求外部

增长策略。技术的颠覆导致进攻性或防守性的垂直整合。低利率意味着融资成本低，
以及交易吸引力提升。

资料来源：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1月31日

石油 60 – 70美元
黄金 1450 – 1650美元

黄金 石油
基本金属

- - 全球宏观策略
股票长/短仓

▲事件主导策略

相对价值策略
英国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
全球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

另类投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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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巴黎银行投资组合优化系统是由本行内部开发，专为客户提供建议的系统。

• 其底层技术建基于套利定价理论。我们的模型假定经济及金融因素（即意料之外的通胀率、风险溢价变化、
市盈率等）有助于解释金融资产相关风险及预期回报率的变动，并可对资产的理论公允价格进行预估。

• 法国巴黎银行投资组合优化系统会应用我们的战略资产配置观点，然后套用在本行投资领域内的拟议投资。
这种两步走方法的目标是提出一个符合目标风险价值的投资组合。该方法既考虑历史数据，亦考虑本行预
测。

• 我们会定期监测及更新一组涵盖大多数资产类别的金融工具。我们会根据该等金融工具进行重组，定期更
新、重组本行的投资领域，以呼应我们关于主要金融资产的战术及战略观点。

• 根据法国巴黎银行投资组合优化系统方法所建议的投资组合，符合我们的市场观点以及特定的投资取向。
具体而言，我们建议的投资组合会考虑本行投资领域内的工具，结合历史风险数据，并综合投资工具之间
的风险相关性，从而提供一个符合目标风险度及实现最大的潜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建议的投资组合的风
险度会在特定的风险价值区间内，该风险价值是基于特定的投资取向而设置的。该风险度量区间取决于市
况（即它是不固定的），并在必要时由本行不时修订。

优化投资组合模拟表现
（按风险取向划分）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截至2020年1月31日
最优化模拟投资组合的模拟回报率以美元计算，包括股息、票息、货币影响，并于每个月月底重新调整。

+16.9%
+15.4%
+13.2%

+9.8%
+8.8%

表现

本行专属分析服务 - 优化投资组合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审慎

中等

均衡

灵活

高度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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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 (DPM)团队寄语

“多元资产投资组合可使经理人
充分把握各组成部分所带来的
绝佳机会并利用其相关性低的
优势，同时提供覆盖众多板块
及地区的充分多样性“

自本月起，我们会开始为您介绍多元资产投资组合中的不同组成部分。
本月焦点为全球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

市场周期目前已进入后段，我们认为在该阶段实现资本增
值会更难一些，因为许多股市已接近历史高位。

许多投资者可能会重新关注其投资的长期可持续性，会透
过票息或股息来确保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

一个由债券（投资级别债券与高收益债券）和股票（全球
房地产投资信托和全球高息股）组成的多元资产投资组合，
应可产生可持续的现金流和自然收益。

• 相比其他资产类别，其长线表现强劲，且提供稳定的收入。
• 可以作为直接投资房地产市场的替代方案，同时可对冲通胀。
• 还可在各种利率及通胀环境下提供可观的收入和资本增值。
• 尽管全球房地产估值已近历史平均水平，仍有许多地区显着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 纵观全球房地产投资信托，我们偏好美国和新加坡，因其正值低利率、低通胀且经济处于增长
的“甜蜜点”。

• 较其他注重收入的投资工具而言，其收益率更具吸引力。
• 各版块的基本因素普遍强劲，而且此等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产负债表亦较稳健。
• 要想选对REITs，以下几个因素是关键：

1) 保荐机构
2) 标的投资组合的品质
3) 租约期满日
4) 管理往绩
5) 提升收益率的实力
6) 负债情况

全球房地产投资信托 – 不错的资产类别

• 由于其经常性收入来自投资于优质公司，因此预期这种投资组合在不确定性时期也能跑赢大市。

• 投资者较为关注持续稳定的收益，即使在有资本需求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在市场调整时进行抛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信任是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基石

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团队的专业知识
可助您实现投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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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银行是一家在法国成立的公众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对集团之成员承担有限责任。法国巴黎银行，透过
其香港分行为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监管的持牌银行，及《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例第571章）所指的注册机构;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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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交易为复杂的交易，可能涉及的损失风险甚高，包括可能损失所投资的本金。若本文件所述的任何产品是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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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件刊发之前或之后，法国巴黎银行及／或它的聯系人或关連人士可能或经已为其本身进行有关本文件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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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关资料或据此进行的研究或分析。法国巴黎银行集团的成员公司可能对于有关结构性产品项下若干责任有利
益冲突。例如,其及其联属公司可能为其本身或为其他人士进行相关产品的交易。其或其联属公司可能收取任何相关
产品的部分管理或其他费用。法国巴黎银行可向与相关产品有关的实体提供其他服务并获支付酬金。所有此等活动
均可能导致有关法国巴黎银行的若干财务权益出现利益冲突。

如本文件涉及房地产，请注意，法国巴黎银行透过其香港分行在香港提供的房地产服务仅限香港以外的物业。具体
而言，法国巴黎银行，透过其香港分行并未持有牌照处理位于香港的任何物业。法国巴黎银行，透过其新加坡分行
并未持有牌照处理及不提供房地产服务，本文件亦不可这样被诠释。

阁下一经接纳本文件，即同意受以上限制所约束。

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含糊不清或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 BNP Paribas (2020) 版权所有。



请联络您的客户经理，了解我们更多的方案：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asia/en.html

法国巴黎银行
财富管理

@BNPP_Wealth

BNP Paribas W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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