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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发布] 

 

光大新鸿基预期2019年环球经济趋审慎 

*       *       * 

 分段吸纳股票 配置短年期债券 

投资注重风险管理 分散部署 

*       *       * 

料恒指21,500至30,000点区间波动 

 港股主题：医药需求平稳 5G技术升级 燃气消费景气 

*       *       * 

预期美元回落 人民币震荡下行 

 

 

摘要：  

 光大新鸿基预期中美贸易战、环球流动性减少及英国脱欧将影响 2019 年环球经

济。经济展望因此偏向审慎，预料资产价格波动性较大，环球投资风险上升  

 投资布局注重风险管理，宜采取分散部署策略，在股市出现调整时分段吸纳股

票，并加强配置短年期债券，构建攻守兼备的投资组合  

 三大投资策略：「亚洲资产具升值潜力」、「配置短债助分散风险」及「候低吸

纳健康护理股」  

 恒指波动区间预测为 21,500 至 30,000 点；国企指数波动区间目标 8,700 至

12,300 点；上证综合指数波动区间目标 2,400 至 3,000 点  

 港股投资主题：（1）医药需求平稳；（2）5G 技术升级；（3）燃气消费景气  

 相信受惠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行业景气度较高的相关板块较具投资机遇。  

 外汇：预期美元回落，人民币震荡下行  

 

 

香港，2018 年 12 月 4 日  –  光大新鸿基有限公司（「光大新鸿基」，「公司」）预

期，中美贸易分歧的阴霾仍困扰环球经济，加上经济增长放缓及英国脱欧发展等风

险，明年经济展望偏向审慎。预料 2019 年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将较今年为大，环球投

资风险上升，因此明年布局应更注重风险管理，宜采取分散部署策略，在股市出现调

整时分段吸纳股票，并加强配置短年期债券，构建攻守兼备的投资组合。  

 

光大新鸿基财富管理策略师温杰表示：「环球股市于今年 1 月见顶，其后呈下行格

局。今年美股表现相对偏强，但第四季亦出现显著调整，反映市场对经济及企业盈利

前景的看法趋向审慎。虽然目前仍未有迹象显示明年会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不过

须留意中美贸易战的发展、环球流动性减少，以及英国踏入脱欧过渡期对欧洲经济的

影响。」部署上，投资者可留意三大策略：「亚洲资产具升值潜力」、「配置短债助

分散风险」及「候低吸纳健康护理股」。温杰料美国明年加息 2 次，而中美贸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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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或持续，影响港股。外汇方面，光大新鸿基外汇策略师任晓平表示：「一个信贷扩

张时代的终结，预期美元回落，人民币则震荡下行。」  

 

部署 1：「亚洲资产具升值潜力」  

亚洲资产：估值渐吸引  灵活布局多元资产  

亚洲股市经历调整后，长线投资价值逐步浮现。截至 11 月 30 日，亚太（日本除

外）股市预测市盈率约 11.8 倍，较美股约 14.7 倍为低。此外，  MSCI 亚太（日本

除外）指数的股息率则约 3%；反映区内企业盈利及派息能力稳健。然而，强美元及

中美贸易问题持续困扰市场，投资者宜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分散投资于亚洲不同地区

的各类资产，以降低组合风险。  

 

部署 2：「配置短债助分散风险」  

短存续期债券：利率风险低  有助提升收益  

相对于长年期债券，较短存续期债券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在利率上升期间面对的利

率风险较少。当中，光大新鸿基较看好具较高收益率及低存续期特性的亚洲美元企业

债。虽然明年亚洲经济或持续受贸易冲突的影响，但据 IMF 预测，明年已发展亚洲

地区及新兴亚洲经济增长分别为 1.8%及 6.3%，反映区内经济可望维持稳健增长。

同时，区内企业整体信贷质素不俗，违约率仍偏低。配置债券有助提升组合收益及分

散风险。  

 

部署 3：「候低吸纳健康护理股」  

健康护理业 :  策略性配置  潜在回报相对可观   

健康护理板块包括具稳定派息的药业股，及具高增长潜力的生物科技公司。随着医疗

及生物科技进步，癌症和老年相关的慢性疾病药物疗效大幅改善，带动健康护理产品

及服务需求持续上升，相关股份的潜在回报在反复市况下因此亦相对可观。以 MSCI

世界医疗保健指数为例，过去 10 年，指数回报达 260%，远高于公用、通讯及必须

消费品板块（分别为约 76%，115%及 188%）；  2008 年金融海啸期间，MSCI 世

界医疗保健指数跌幅约 21%，远低于 MSCI 世界指数逾 40%的跌幅，反映行业具防

守性。  

 

美国：料加息 2 次  中美贸易冲突料持续  

随着强美元及环球贸易冲突的影响在 2018 年下半年逐步浮现，美国经济增长呈放缓

的迹象。由于投资者忧虑美国经济及企业盈利前景转弱，或未能支持较高的估值，美

股于今年第四季出现较深度的调整。光大新鸿基预期中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未有较明

显的共识前，美股表现仍偏向反复。利率方面，光大新鸿基预料联储局今年 12 月将

一如市场预期加息。2019 年仍会以循序渐进的步伐加息，不过由于经济增长受压及

通胀温和，料明年将加息 2 次。  

 

港股：中美贸易战阴霾未散  惟估值低减下跌空间  

在中美经济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贸易摩擦即使有所放缓，亦不会全面消失。在鹰派

主导下，料美对华贸易政策会保持强硬，从而有损中国实体经济。今年第三季国内生

产总值(GDP)按年增长放缓至 6.5%，为九年新低，预期明年增长数字将进一步减慢

至 6.2%。当中，内地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乃至科技行业或受持续性影响亦对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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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带来下行压力。然而，内地及香港股市经历 2018 下半年的调整后，估值上已具

一定防守性，加上内地仍有放松银根，在政策扶持下，利好内地股市回稳，同时为港

股带来稳定性因素。以港股过去 20 年底部市盈率约为 9.5 倍计算，目前指数再深度

下行的机会不大。如贸易战形势有超预期发展，港股更可望回补 2018 下半年跌幅。

综合考虑，2019 年对中港股市而言，总体为大型上落市格局。  

 

上落市格局  投资机遇围绕三大主题  

根据光大新鸿基的内部不同估值模型的综合分析，同时考虑到环球市场货币政策发

展、资金走势去向以及中港金融市场波动因素，该行将 2019 恒指波动区间预测为

21,500 至 30,000 点；国企指数波动区间目标在 8,700 至 12,300 点，上证综合指

数波动区间目标预测则为 2,400 至 3,000 点。2019 年港股的投资主题将围绕：

（1）医药需求平稳；（2）5G 技术升级；（3）燃气消费景气；相信受惠宏观经济

环境以及行业景气度较高的相关板块较具投资机遇。  

 

风险因素方面，光大新鸿基预期 2019 年美国仍处加息周期，香港亦应会跟随。因

此，2019 年重点投资类别应避免与贸易摩擦相关度高以及对息口上升敏感的股份。

下半年的三大投资主题：（1）医药需求平稳；（2）5G 技术升级；（3）燃气消费

景气；均能较大程度地抵御加息环境所带来的冲击，乃至贸易战消息发展所带来的波

动。  

 

外汇：一个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  预期美元回落  

在美联储收缩资产负债表及利率正常化的背景，加上美国减税措施吸引停留在海外的

美国资金回流，美元由 2018 年 2 月开始反弹，也引发海外美元荒。停留在海外的美

国资金回流接近完成，所以支持美元上升的人为因素将会减少。  

 

任晓平表示：「2019 年开始美联储将在每一次会议后都有新闻发布会，意味美联储

对息口政策信心不足。虽然美联储的位图预视 2019 年加息 3 次，2020 加息 1 次。

但随着明年第二季开始美企业债到期潮正式到来，下半年加息的机会减少，甚至可能

第 4 季需要考虑减息，孳息曲线将会走峭。美元在 2017 年 1 月已经触及阶段性高

位，随着其他国家及地区也结束 QE 及加息，持续息差扩大的优势结束，美元将再次

回落，预期美元有机会向下并测试 92 的支持。」  

 

英国将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晚上 11 时退出欧盟。英国会会否通过脱欧协议成为关

键，因为没有脱欧协议，也就代表没有过渡期，正正式式的硬脱欧，法律、关税、移

民、法律及讼裁都未准备好。这将会令经济下滑的风险增加，尤其是英国的银行杠杆

比例相对较高，若脱欧协议能达成，由于英镑已被严重低估，英镑有机会反弹，英镑

的合理价在 1.38-1.42，但要在脱欧协议通过才有机会，否则不排除英镑下试 1.2。  

 

美国经济增速减慢，将有助减缓中美贸易战升级的风险。但随着美国内政困局，中美

贸易战会否再升级的关键，就在于特朗普是否希望将国民的视线转向中国。中国在

2019 年前有大量企业债到期，占新兴市场到期债的 60%。预期人民银行继续有下调

存款准备金的空间。中国的经济增速或仍有下行风险，制造业升级仍在进行中，债务

问题尚未解决，中美博弈时好时坏都会使人民币上升空间受约束。预期美元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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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有升破 7 的机会存在。但由于和 2018 年不同，美元的升势已结束，预期

人民币将震荡下行。美元兑人民币有机会在 2019 年在 6.68-7.15 区间上落。  

 

中国和澳洲经济紧密，中美贸易战、中国制造业减速及控制资本外流均对澳经济带来

负面影响，特别是澳洲房地产。经过由 1980 年代至今的升势，2018 年澳洲的房地

产市场开始遇冷；目前 40%的澳洲房贷只还利息，也就是澳洲版的次贷。预期 2019

年澳洲房产市场继续往下，并影响到澳储行加息的顾虑，预料澳储行加息最多一次。

澳元上方阻力在 0.77，若楼市继续下滑，预期澳元有机会下试 6.5。  

 

2019 年 5 月欧盟将举行选举，10 月欧央行主席德拉告任期届满，德国央行行长魏

德曼呼声最高，其次是法国央行行长维勒鲁瓦，两个都对量宽及负利率提出过担忧，

所以预期欧央行明年第二季起有可能改变政策。欧元利率上升有助收窄欧美息差。另

外意大利的预算案将拖累欧盟改革，也影响到欧盟的不稳。预期欧元或于 1.1-1.18

横行。  
 

－  完  －  

 

有关光大新鸿基有限公司  

光大新鸿基有限公司（「光大新鸿基」）是一家具领导地位的金融服务机构，其四大

核心业务包括财富管理及经纪、企业融资及资本市场、资产管理、投资及结构融资。

作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上交所：601788，港交所：6178）

的附属公司及为主要股东新鸿基有限公司（港交所：86）旗下的金融业务，光大新

鸿基透过「光大新鸿基」品牌及「鸿财网」和「光大新鸿基尊尚资本管理」附属品牌

经营，为香港、澳门、中国内地及英国的个人、企业及机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以光大证券及中国光大集团成员企业为后盾，及其自 1969 年起累积的丰富金融经

验，光大新鸿基是产品覆盖全面，具备优质的跨境及环球金融服务，并获穆迪 Baa3

长期发行人评级及 Prime-3 短期发行人评级的金融平台。目前，光大新鸿基有限公

司透过其附属公司管理／托管／提供顾问服务的资产总值超过 1,400 亿港元*。详情

请浏览 www.ebshk.com。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新闻垂询：  

陈婉碧  +852 3920 2511  juliana.chan@ebshk.com  

陈美琪  +852 3920 2513 maggie.chan@ebshk.com  

陈洁宜  +852 3920 1863 kit.chan@ebshk.com 

 

#本新闻稿仅供参考和讨论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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