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第一季投資展望

環球市場脈搏及匯市展望
向美元一枝獨秀告別
在2018年，美元被設定為默選貨幣似乎是貫穿全年的主題。只是，美元強勢快將
流逝。逐漸失去財政刺激措施的支持，美國經濟一支獨秀的現象不會持續太久。
投資者或將趁着美元強弩之末，逢高沽出美元。
換言之，多數貨幣兌美元可能在2019年下半年升值。具體而言，對價值股興趣重
燃，有望支持歐羅向上。在英倫海峽的彼岸，文翠珊政府很可能在退歐談判中具
爭議之處作出讓步。英鎊前景可能看俏。放眼亞洲，日本儼然成為特朗普的重點
打擊對象，日圓在貿易戰威脅下難有起色。中國經濟陷入滑坡，容許人民幣貶值
屬合理之舉，固守七算非長治久安之策。對於澳元投資者來說，他們需要確實看
到中國經濟數據好轉，方具信心買入並持有澳元。惟紐西蘭對中國衝擊敏感度較
低，其受壓程度料亦相對較輕。
資料來源：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基金專區 － 摩根資產管理
環球經濟表現：從極佳到良好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成熟經濟體的增長應會在2018年見頂。我們預期衰退不會於短期內出現，但若干支持經濟強勁增長的因素可
能會慢慢減弱。就美國而言，於2018年將增長推升至約3%的財政刺激政策料會在2019年初消退，導致增長放緩至約2%。同時，鑑於美國
企業的槓桿水平相對較高，而利率可能在2019年持續上升，以致企業開支亦會逐漸回落。隨著有助推動增長的閒置產能減少，美國經濟的
進一步增長將有賴生產力提高，但後者卻較難實現。受惠於穩健的家庭資產負債表及強勁的就業市場，消費可望繼續成為亮點。

貨幣政策及美元處於十字路口
我們預期，對於美國及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而言，2019年將是重要的一年。聯儲局可能會在12月再加息25個基點，並在2019
年上半年再加息兩次，使政策利率達到2.75%至3.00%，即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長期預測水平。美國經濟正在全速運行，失業率處於幾
十年低位，中期內可能會繼續推高通脹，尤其是在政府實施更多財政刺激措施的情況下。在這環境下，聯儲局將有必要繼續漸進加息。我
們認為，在2.75%至3.00%水平以上再加息，將意味著美國的貨幣政策進入緊縮區間，對經濟增長造成更大壓力。
美元繼續是資產表現的關鍵動力，尤其是在新興市場及亞洲地區。在2018年，美國經濟及企業盈利表現領先，加上美元利率上升都有助美
元走強。在2019年，我們預期美元將面臨下行風險。隨著財政刺激消退，美國經濟增長可能與世界其他地區趨同，而經常賬及財政赤字上
升應會導致貨幣面臨調整壓力。持續的貿易赤字可能促使美國總統特朗普吹捧貨幣貶值的好處，但單憑出口術能對美元造成多大影響仍屬
未知之數。

留意風險：貿易戰、地緣政治及技術因素
地緣政治仍然是首要關注議題，可能影響我們對2019年環球經濟的正面看法。
美中貿易對抗或會持續。然而，我們預期兩國不會陷入無休止的衝突，中美政
府只會間歇性地在關稅及出口限制方面作出威脅。為免對各自的經濟造成進一
步損害，兩國都不大可能採取過於偏激的行動。然而，貿易緊張局勢帶來的不
明朗因素，或會促使環球企業重新考慮構建環球供應鏈的長線策略。
中東的緊張形勢可能會導致能源價格急升，因為美國的頁岩油行業正受到基建
瓶頸所限，難以擴大產能提供額外供應。歐洲政局發展可能繼續動搖區內的凝
聚力。儘管我們預期不會有成員國脫離歐元區，但緊張局勢可能加劇意大利等
週邊國家的金融系統壓力。
隨著市場參與者將焦點轉向增長及通脹數據方面，投資者情緒亦可能變得更為
不安。在2018年，投資者情緒的影響掩蓋基本因素，以致即使盈利表現良好，
股票估值仍遭大幅下調。投資者亦可能會更加關注市場流動性等技術因素，以
及金融創新和監管變動對市場波幅的潛在影響。
「市場洞察」系列（「本系列」）在並無提及產品的情況下，提供關於環球市場的全面性數據及評論。本系列探討當前經濟數據及不斷變化市場狀況的啟示，是幫助客戶瞭解金融市場並為其投資
決策提供支持的工具。
就MiFID II而言，摩根「市場洞察」及「投資洞察」系列是市場推廣通訊，並不屬於指定與投資研究有關的任何MiFID II / MiFIR規定的範圍。此外，摩根資產管理「市場洞察」及「投資洞察」系列
是非獨立研究，並未根據促進投資研究獨立性的有關法律要求編製，亦不受限於發布投資研究前任何交易的禁止。
本文件為一般性通訊刊物，僅供參考。其為教育性質，不擬作為在任何司法管轄區內對任何特定投資產品、策略、計劃特色或其他目的的建議或推介，亦不擬作為摩根資產管理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參
與本文件提及的任何交易的承諾。所用任何例子為通用、假設及僅供參考。本文件並未載有足以支持作出投資決策的資訊，且閣下在評估投資於任何證券或產品的優劣時，不應以本文件為依據。此
外，使用者應與彼等專業顧問一同獨立評估相關法律、監管、稅務、信貸及會計影響，以決定本文件提及的任何投資是否相信能符合使用者的個人目標。投資者應確保於進行任何投資之前已獲得所
有可取得的相關資訊。所載的任何預測、數字、意見或投資技術與策略均僅供參考之用，並且均是基於特定假設及目前市場狀況作出，且可隨時變動而不發出事先通知。本文件載列的所有資訊於編
製時被視為準確，但概不保證其準確性，亦不會就任何錯誤或遺漏承擔任何責任。請注意，投資涉及風險，投資價值及其收益可能會因市場狀況及稅務協定而出現波動，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已投資
之全數金額。過去的業績及收益率並非當前及未來業績的可靠指標。
摩根資產管理是JPMorgan Chase & Co.集團及其環球聯屬公司旗下資產管理業務的品牌。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我們可進行電話錄音及監控電子通訊，以履行我們的法律和監管義務以及遵守內
部政策。摩根資產管理將根據我們的公司私隱政策收集、儲存及處理個人資料。如欲了解關於我們地區性私隱政策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歐非中東私隱政策；如欲了解亞太區各地的私隱政策，請點
擊相關連結：香港私隱政策、澳洲私隱政策、台灣私隱政策、日本私隱政策以及新加坡私隱政策。
本通訊由以下實體發布：在英國為受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認可及監管的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在其他歐洲司法管轄區為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Europe) S.à r.l.；在香港
為JF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JF產管理有限公司）、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或摩根實物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在新加坡為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imited（公司註
冊編號：197601586K）或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Real Assets (Singapore) Pte Ltd（公司註冊編號：201120355E）；在台灣為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為受日本金融廳監管為
日本投資信託協會、日本投資顧問業協會、第二種金融商品交易業協會及日本證券業協會會員的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註冊編號「關東財務局（金融工具公司）第330號」
）；在澳洲為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Australia) Limited (ABN55143832080) (AFSL 376919) 僅向2001年《公司法》（聯邦法案）第761A及761G條界定為批發客戶發布；在巴西為Banco J.P.
Morgan S.A.(Brazil)；在加拿大為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Canada) Inc.僅向機構客戶發布；及在美國為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 成員的JPMorgan Distribution Services Inc.及J.P. Morgan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s, Inc.；以及J.P. Morgan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c.。
在亞太地區內本通訊可在香港、台灣、日本及新加坡發布，而在區內其餘國家僅提供予所指定接收者。

資料來源：摩根資產管理

第一季港股走勢展望
環球政經雖存暗湧港股投資價值則漸浮現
去年12月初，習特會與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一度為美中貿易磨擦帶來轉機，有助
改善國內經濟預期、中國營商信心、以及緩和投資者避險情緒，惟將轉機化為實
際助益，則仍需注視中、美兩國能否達成實質協議，我們預期宏觀政經環境對今
年股市投資氣氛依然舉足輕重。另方面，現時市場憧憬美國聯儲局今年減慢加息
步伐，新興貨幣市場有望轉趨穩定，人民幣貶值預期亦所有舒緩，有利於企業營
商環境，股市投資氛圍有助從早前極度悲觀中步出。
港股自去年10月底開始於低位顯著反彈，恒指於整個11月升逾1,500點或6.1%，扭
轉連跌六個月之勢；惟中長線而言，恒指仍未步出多國熊市陰霾(見於MSCI新興市
場指數已從高位回落兩成)，加上目前宏觀政經局勢存在隱憂，從技術走勢分析，
縱然大市反彈，我們預期第一季恒指較難突破29,000至30,000點的阻力區間，而下
方的支持可參考去年10月低位(約24,540點)水平。
鑑於港股及內地經過去年下半年顯著下挫後，部份宏觀的不穩定因素已被反映，現
時彭博預期恒指成份股每股盈利(EPS)平均倒退約9.4%。估值上，港股為近三年來
低位水平，而A股更為接近五年來低位水平，只要企業盈利狀況仍為預期之內，於
政經狀況逐漸明朗化後，投資價值料將逐漸被發掘。行業板塊方面，可考慮吸納中
資金融股、內需股、中資電訊股及基建股等，料相關業務增長較為穩定。
風險關注方面，刻下美股熊蹤乍現，港股走勢仍較受環球股市趨勢所左右。此外，
投資者須密切關注中國經濟增長、信貸違約狀況等，以及金融、個別行業的刺激政
策等措拖。
資料來源: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2018年第四季十大暢銷基金*：
產品
風險級別

基金
成立日期1

基金
資產總值
(百萬元)1

年初至今
累積表現
(%)

2017
年度表現2
(%)

2016
年度表現2
(%)

2015
年度表現2
(%)

2014
年度表現2
(%)

2013
年度表現2
(%)

3年
波幅2
(%)

3年
夏普比率2

聯博 - 按揭收益基金
- AA/港元

4

20/2/2014

2,178.55 美元

1.72

8.11

4.72

0.43

N/A

N/A

2.40

1.51

聯博 - 低波幅策略
股票基金 - AD/美元

3

11/12/2012

2,381.62 美元

-1.72

18.83

3.32

5.06

9.43

N/A

7.46

0.94

安聯收益及增長基金
- AM/收息/港元

4

15/10/2012

31,456.42 美元

-0.66

13.29

8.97

-3.45

5.28

N/A

7.19

0.82

貝萊德動力高息基金
- A6/美元

4

6/2/2018

2,697.21 美元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富達基金 - 環球多元收益基金
- A/每月
特色派息(G)/美元

3

27/3/2013

7,480.00 美元

-2.52

10.19

6.70

-1.33

2.81

N/A

4.46

0.77

駿利亨德森平衡基金
- A/入息/美元

3

24/12/1998

1,734.30 美元

1.35

16.43

3.01

-0.56

4.39

16.39

6.41

0.99

百達香港 - 百達策略收益
- P 每月派息/
美元

3

30/9/2016

353.00美元

-3.93

12.96

N/A

N/A

N/A

N/A

N/A

N/A

鄧普頓環球總收益基金
- A/每月派息/美元

5

29/8/2003

1,640.00 美元

-0.96

3.57

5.97

-5.77

-0.26

3.51

7.49

0.19

瑞銀 (盧森堡) 中國精選
股票基金 (美元)
- P/mdist/美元

4

15/11/1996

5,428.06 美元

-10.72

59.70

-2.29

16.49

N/A

N/A

17.29

0.79

惠理大中華高收益債券基金
- P/每月派息/港元

5

27/3/2012

4,924.10美元

-4.77

10.78

16.13

5.94

1.13

1.20

4.85

1.18

基金風險水平分為5個級別 (1.低 / 2.低至中 / 3.中 / 4.中至高 / 5.高)。
1

資料來源: 聯博香港有限公司、安聯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富蘭克林鄧普頓投資（亞洲）有限公司、駿利亨德森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百達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瑞銀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惠理基金管理公司，截至2018年10月底

2

資料來源: 彭博Bloomberg，截至2018年11月30日

注意事項
• *「本行2018年第四季十大暢銷基金」為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於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7日期間，代理之基金中銷售量最高的十隻
基金，而有關銷售量是根據每隻基金的認購及轉換總額（港元或其等值）計算。「本行2018年第四季十大暢銷基金」的表格是按照基金名稱的英文字母順
序列出基金，並不參考各基金所涉的實質認購總額。十大暢銷基金的結果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擬構成建議或意見。本文件中所述的基金僅為本行提供分銷
的基金的一部分。提及該等基金並不構成本行對提供的基金的推介。
• 基金年初至今表現回報之數據均截至2018年12月7日。
• 基金成立日期為基金首個股份類別之成立日期。
•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產品風險級別(「產品風險級別」) 將經由本行代理的基金產品界定為5個級別。每隻基金產品的風險級別均以1至5的程度排列，以
第1級別風險程度為最低，第5級別風險程度為最高。由本行為每隻基金制定的風險級別主要考慮其產品特點及相關風險因素。產品風險級別或會與有關基
金公司建議的有所不同。本行可不時更改就某單一基金產品所界定的產品風險級別而不作事先通知。有關產品風險級別及相應投資取向之詳情，請親臨就
近的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分行查詢。
• 波幅是用作量度風險的統計數據。以上3年年度波幅是以年度標準差量度，由2015年11月30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每月投資回報計算出來。
• 相對基金的風險回報可以用3年夏普比率作衡量。上述夏普比率通常將會以3個月美國國庫券利率為基礎(無風險投資回報)以衡量基金風險調整後表現。比
率愈高，即代表基金過往經風險調整後回報愈高。數據是由2015年11月30日至2018年11月30日的每月投資回報計算出來。
• 就每單一隻有關基金而言，回報均以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所有股息（如有）再投資之原則計算。只有於取得資料當日最少已有6個月的投資往績紀錄的
基金，有關之百分比回報才會採用。
• 某些基金可於金融衍生工具有重大投資。除其他風險外，該等工具涉及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方風險、信貸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等。投資於該等基金將涉及較
高的風險，或會損失全部或重大部分投資本金。
• 投資回報是以有關基金貨幣計算（可能是外幣）。投資者或需承受兌換率的波動的風險，而兌換率的波動可能導致投資價值上升或下降。任何投資的價值
及收益均可升可跌，閣下或會在投資中蒙受損失。
• 基於任何本文件所提及的基金已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認可的前提下，請注意「證監會」的認可並非對該基金的推介或認同
，也不保證產品或其表現的商業價值。不意味產品適合所有的投資者，也不認可其適合任何特定的投資者或特定類別的投資者。此文件並未經「證監會」
審批。

風險聲明
• 以下風險披露聲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風險，亦不會考慮本行概不知情的情況。投資涉及風險，股票、基金、債券乃投資產品。投資產品價格有時可能會非
常波動。投資產品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投資產品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基於
個別巿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在決定作出任何投資前，客戶請細閱相關的銷售文件，以瞭解更多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風險因素。本文件所述
的產品未必適合所有客戶。投資決定是由客戶自行作出的，但客戶不應投資在投資產品，除非中介人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客戶解釋經考慮客戶的財務情況
、投資經驗及目標後，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客戶不應只跟據本文件作任何投資決定，須自行評估本文件所載資料，客戶應就本身的特定財政需要、投資
經驗及投資目標，及如對此資料或有關銷售文件有任何疑問，應就有關投資的法律、法規、稅務、投資及財務可能產生的後果尋求獨立及專業意見(包括本
地及海外投資可能涉及的遺產稅及紅利預扣稅及其他稅務責任等)，以確保客戶明白該等投資的性質及風險，從而考慮該等投資是否為適合客戶的投資。
• 證券投資風險：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附
帶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基於巿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客戶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投資A股前，應確保已閱讀及充分了解本行
滬股通/深股通服務資訊，包括有關詳情、交易細則、風險、收費、限制及注意事項。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 基金投資風險：基金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基金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基金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附
帶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基於巿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在決定作出任何投資前，客戶請細閱相關的基金銷售文件，以瞭解基
金更多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風險因素。有關基金之詳情，請參閱基金說明書。基金之認購須受現行監管規定及本行條款及細則所約束。本行分銷產品發行
人/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而有關基金是產品發行人/基金管理公司而非本行的產品。對於本行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
（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權範圍），本行將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然而，對於有關產品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
由產品發行人/基金管理公司與客戶直接解決。
• 債券投資風險：債券投資並非銀行存款，且帶有風險，亦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客戶應注意，投資於以非本土貨幣結算的債券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可能
導致本金出現虧損。除非其保證已列明於有關之章程中，否則一般投資並未獲得本行的任何保證或擔保。債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債券價格可升可
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債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附帶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本行並不保證債券存有
二手市場，基於巿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在決定作出任何投資前，客戶請細閱相關的債券銷售文件，以瞭解更多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風險因
素。
• 人民幣受制於匯率風險(只適用於個人客戶)：人民幣現時並非自由兌換貨幣，客戶需了解其可以通過銀行賬戶以人民幣（離岸）匯率兌換人民幣，但需按
有關監管機構不時作出的規定、本行規定及/或當時人民幣頭寸情況及本行商業考慮辦理。人民幣兌換限制風險 (只適用於企業客戶) ：人民幣現時並非自
由兌換貨幣，企業客戶需了解其可以通過銀行賬戶兌換人民幣，但需按有關監管機構不時作出的規定、本行規定及/或當時人民幣頭寸情況及本行商業考慮
辦理。人民幣產品受匯率波動而產生獲利機會及虧損風險。客戶如將涉及的人民幣資金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可能受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而蒙受虧損。外
幣投資受匯率波動影響，可能帶來虧損風險。客戶應注意投資海外投資產品時的貨幣風險及如將外幣兌換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因外幣匯率變動而蒙
受虧損。投資產品的回報以該產品基本貨幣計算。如客戶的本土貨幣與投資產品的基本貨幣或參考貨幣不同，匯率變動或會減低客戶的投資得益或擴大客
戶的投資損失。
• 此內容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香港的任何其他監管機構審核。

重要聲明 / 免責聲明
• 本文件由本行刊發及完全擁有。本文件所載資料僅作為一般市場評論，惟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任何存款或任何投資認購、交易、贖回、出售此文件所
載的產品之要約、游說、邀請、招售、建議或意見。本行並無、亦不會就任何投資的表現作出聲明、擔保及其他保證。
• 本文件部分內容源自第三者提供的資料，該等資料可能是不完整或經簡撮。雖然有關資料乃源自本行認為可靠的來源，惟該等資料內容來源未經獨立核證，
本行亦不會就上述文件所提供的資料或意見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作出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亦不會對任何因該等資料或意見（全部或任何部份）而
產生或因直接或間接倚賴該等資料或意見（全部或任何部份）而引致的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因本行、本行的授權人員、僱員或代理人的疏忽或故
意失責除外)。文件內容或隨時變更，所有意見、預測及估計乃於發表日期前之判斷，任何修改將不作另行通知。本文件內部份或任何內容可視為前瞻性陳
述，當中涉及風險及不穩定因素，客戶須注意，實際結果可能因多種因素、風險或經濟狀況而與前瞻性陳述所描述的情況有重大差異。
• 未經本行事先作出明確的書面許可前，本文件(包括全文或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引用、複印、分發、披露(全部或任何部分)或出版作任何用途。本行對由於
使用及/或依賴上述資料或內容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概不負責。本文件無意向派發本文件即觸犯法例或規例的司法權區或國家的任何人士或實體派發，亦無意
供該等人士或實體使用。
• 上述優惠並不適用於本行職員。上述優惠不可與本行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上述優惠受有關監管條例及本行條款及細則約束，請參閱相關文件或向本行職員
查詢及了解。本行保留不時及隨時暫停、修改、更改及/或終止本行上述優惠的權利，本行有權就以上事項運用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客戶。本行對是次推
廣及有關優惠所引起或產生之事宜及/或爭議，均以本行紀錄及/或決定及/或解釋為準，本行將保留最終決定權，並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
• 本行及其內的附屬公司及/或其高級職員、董事、代理人及僱員可能持有本文件所述全部或任何證券或投資的倉盤，亦可能會為本身買賣全部或任何該等證
券或投資項目。本行可能會就該等證券提供投資服務或承銷該等證券，及會就該等證券而提供的服務賺得佣金或其他費用。
• 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閣下可隨時選擇不再收取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之宣傳電郵，此項安排不另收費。
如有需要，煩請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通知本行資料保護主任。
電郵地址：contact@shacombank.com.hk
熱線電話：(852) 2818 0282 (有關安排需七個工作天處理)
由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客戶服務熱線：

2818 0282
www.shacombank.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