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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光大新鴻基料2022年中美通脹及環球貨幣政策左右投資市場  

各地疫情及復甦進程有別成關鍵  

*       *       * 

 四大投資主題：ESG成投資大趨勢、亞洲資產、配置短債及健康護理 

*       *       * 

恒指目標27,500點 

港股主題：1）內需消費穩經濟、2）精選金融抗通脹及  3）潔淨能源享國策  

*       *       *  

外匯：美元初期仍存上升空間   商品貨幣可追落後  

 

摘要：  

 光大新鴻基預期，疫情受控程度、通脹預期變化，以及中美關係去向，將繼續主

導資產市場表現。預期各國的經濟增長率將緩慢回歸至疫情前水平左右。油價及

商品價格飆升推動通脹上升  

 後疫情時代變數甚多，投資應作出分散部署攻守兼備：股票等風險資產只宜低吸

減投資風險，提升潛在回報，配合部署短存續期債券；可留意四大主題：  1. 

ESG 成投資大趨勢、2. 亞洲資產前景看俏、3. 配置短債分散風險，以及 4. 健康

護理攻守兼備  

 港股具追落後空間，恒指目標 27,500 點；國企指數下半年目標為 10,000 點；上

證指數全年目標為 3,800 點  

 港股三大投資主題：1）內需消費穩經濟、2）精選金融抗通脹及  3）潔淨能源享

國策  

 外匯：美元初期仍存在上升空間，商品貨幣具備追落後條件  

 

 
香港，2021 年 12 月 9 日 –  光大新鴻基有限公司（「光大新鴻基」，「該行」）表

示，展望 2022 年，疫情受控程度、通脹預期變化，以及中美關係去向，將繼續主導

資產市場表現。隨著病毒對商業活動的衝擊逐漸減退，全球經濟改善，政策將會日趨

正常化。預期各國的經濟增長率將緩慢回歸至疫情前水平左右。通脹方面，油價及其

他商品價格飆升，加上供應鏈受疫情影響，都推動物價上升。後疫情時代的挑戰是各

國如何在疫情起伏的情況下，讓民生及經濟活動重拾正軌。  以美國為計，過早或過

遲加息均有風險，而如何妥善與市場溝通，以管理投資者預期，更是明年聯儲局的重

要工作。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表示：「基於明年變數甚多，我們建議投資者分散部

署。對於股票等風險資產，投資者只宜低吸，把握每次調整時建倉以減投資風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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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潛在回報；配合部署短存續期債券，構建攻守兼備的投資組合。部署上，投資者

可留意四大主題－包括 1. ESG 成投資大趨勢、2. 亞洲資產前景看俏、3. 配置短債

分散風險，以及 4. 健康護理攻守兼備。」  

 

1. ESG 成投資大趨勢  

在後疫情時代，投資者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關注日漸提高，基金經理在構建投資組合

時，亦將 ESG（Environmental 環境、  Social 社會和 Governance 企業管治）和

氣候問題看作取得長期增長的關鍵驅動因素。事實上，獲較高 ESG 評級的企業在過

去一年的股價表現跑贏大市。截至 10 月底，MSCI 環球 ESG 領先指數一年的升幅

較 MSCI 環球指數高出約 3 個百分點。  

 

2. 亞洲資產前景看俏  

展望明年亞洲受疫情及供應鏈等問題的衝擊將顯著減少，經濟回穩利好企業營運。該

行預期區內企業的盈利增長將達 10%以上，有望成為推動股價表現的利好因素之

一。現時 MSCI 亞洲指數的預測市盈率不足 15 倍，屬合理水平，預示後市仍有上升

空間。除股票外，亞債同樣值得留意，其息率相對吸引，投資風險也低於整體新興市

場公司債。適度配置，將為理想的分散投資選項。在看好之餘，投資者要留意明年美

匯及美債的息率變化，若兩者上升，有機會為亞洲資產帶來波動，建議亞洲股票「候

低吸納不高追」。  

 

3. 配置短債分散風險  

聯儲局已落實縮減買債方案，加上市場預料最快明年中美國加息，意味量化寬鬆的政

策趨向收緊，預期美國 10 年期債券息率於明年上半年仍有上升空間。相對於長年期

債券，較短存續期債券對利率的敏感度較低，在利率上升期間面對的利率風險較少。

同時，環球經濟明顯改善，歐美高收益債的違約率甚至低於疫情前水平，配置高收益

率及低存續期特性的環球美元企業債，將有助提升組合收益及分散風險。  

 

4. 健康護理攻守兼備  

環球健康護理板塊在 2021 年表現不俗。雖然 MSCI 環球健康護理板塊指數於年內錄

得升幅，惟受惠盈利增長，市盈率反而跌至 24 倍，較年初低 13％，預計來年健康

護理行業的每股盈利有望維持穩定增長，並繼續支持企業股價表現。仔細分析，會發

現行業當中兼具進攻及防守型公司。防守方面，板塊中盈利模式較穩定的公司，如製

藥及護理，在過往股市受壓期間展現出較強的防禦力，為整個板塊提供一定支持。進

攻方面，疫情加速健康護理數碼轉型，醫護模式出現轉變，生命科學及生物科技等公

司或能為行業帶來極大的增長潛力。  

 

港股：2022 年具追落後空間  

去年 12 月，光大新鴻基指出 2021 年估值修復成港股主旋律，低利率環境成為港股

2021 年反覆走強的核心因素。回顧恒指今年在經濟復甦帶動下，最高曾升至

31,200 點附近，惟大市升勢未能在下半年延續，主因內地出台針對不同行業的監管

政策，降低了市場對不同板塊的估值修復預期。而恒指下半年以來最高升至 29,400

點附近，低於建議六個月前預測目標過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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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新鴻基證券策略師伍禮賢表示：「港股下半年未能充分受惠經濟復甦環境，走勢

嚴重落後環球其他主要資本市場，此為港股於 2022 年追落後留下空間。隨著本港上

市企業業績在 2021 年經歷低谷大幅反彈，2022 年的盈利增長將趨於相對平穩，此

亦為港股從估值上進一步帶來支持。相對 2021 年，明年港股面對投資環境出現較大

的變化是低利率環境趨勢將面臨拐點，因此對資本市場的流動性帶來一定考驗，這將

具體表現在外圍經濟復甦是否具延續性，以及內地行業增長是否具穩定性。在這種大

環境之下，對資金依賴較重的行業以及今年累計較大升幅的周期性行業股份，表現或

將落後於大市。而受惠國策，以及與利率趨勢向上向適應的行業，預期將有良好表

現。  

 

低估值成核心因素  恒指明年目標 27,500 

港股目前部分不少大型藍籌股仍處較低估值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未來大市大幅向

下的空間。惟外圍市況相對處於較高位置，疊加利率向上環境，外圍市場有機會對港

股增添波動性因素。根據光大新鴻基內部不同估值模型的綜合分析，該行預期 2022

年恒指有機會再度挑戰 27,500 點水平，國企指數的下半年目標為 10,000 點，而上

證指數全年的目標為 3,800 點。  

 

2021 年下半年，光大新鴻基推薦四大投資主題及八大重點股份總體表現出色，在期

內恒生指數錄得超過一成跌幅之下，八大重點股份平均回報基本持平，有效幫助投資

者安然抵禦下半年以來大市的下跌。同時，基於上述市況預期，在選取 2022 年板塊

上，可進一步重點關注「內需消費穩經濟」、「精選金融抗通脹」及「潔淨能源享國

策」等三大投資主題。  

 

外匯：美元初期仍存在上升空間   商品貨幣具備追落後條件  

回顧 2021 年外匯市場的走勢，美匯指數先以近年最窄幅上落完成上半年，但於後半

年重拾上升動力，並屢創年內新高，令一眾非美貨幣顯著受壓。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黃俊能認為：「美匯指數以致外匯巿場於下半年變得波動，主

要受央行貨幣政策轉變的影響。於後疫情時代，世界各地開始放寬防疫限制措施，經

濟數據漸見起色，各央行紛紛收緊貨幣政策，聯儲局亦於 11 月宣佈以每月 150 億美

元的規模削減資產購買計劃。相信持續高企的通脹表現將會增加巿場對聯儲局加快上

調聯邦基金利率的憧憬，令美國國債孳息率與其他地區的息差持續擴闊，所以預期美

匯指數於 2022 年初將繼續於高位徘徊，並有機會測試上方阻力約 98，下方支持則

為 92。惟相信美匯指數偏強的局面於聯儲局首次加息後將有所改變，屆時各外幣或

會出現追落後的機會，特別是較高息的商品貨幣。」  

 

商品貨幣表現符合預期，於 2021 年下半年表現較其他主要貨幣優勝，該行相信優勢

將會延續於 2022 年。 

 

受疫情困擾而拖慢經濟復甦進度的澳洲，在收緊貨幣政策的取向相對落後於各主要央

行，加上鐵礦石價格回軟均令澳元於 2021 年表現較為失色。但除著疫苗接種率快速

提升，並於 2021 年第四季開始解除限制措施，相信有利國內經濟於 2022 年回復穩

健增長，令澳儲行難以於明年長時間保持寬鬆政策。相信儲行將會加快收緊貨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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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或支持澳元追落後，預期澳元兌美元上方阻力於 78 美仙，而下方支持在 68 美

仙水平。  

 

紐西蘭於解封後表現出較為理想的復甦勢頭，讓紐儲行於 2021 年成為疫情後首間加

息的主要央行。雖然預期加息速度於 2022 年上半年將略為放慢，但息差優勢相信會

增加紐元於套息交易中的吸引力，增加紐元重返 75 美仙水平的機會，而下方支持在

65 美仙關口。  

 

加拿大央行已於十月宣佈結束量化寬鬆計劃，並將到期債券再投資於巿場。行長麥克

勒姆更預期加息時間或將大幅提前至 2022 年 4 月至 9 月，政策立場趨鷹。加上環球

經濟復甦持續帶動原油需求，相信加元保持強勢的機會較大，預期美元兌加元於

1.30 將見較大阻力，後巿有望再次測試 1.2 的低位。  

 

人民幣在美元回復強勢時表現出較為平穩，符合我們的預期。包括中國在內的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 RCEP 將於 2022 年 1 月生效，有助舒緩國內出口放緩的憂

慮。而作為區內最大的經濟體，以人民幣作為貿易媒介將更為有效，同時亦可加快人

民幣國際化進程，加上中美關係進一步緩和，均支持人民幣於 2022 年的表現。預期

人民幣仍有進一步上升空間，區間約為  6.2 – 6.6。  

 

  

圖片說明：（左起）伍禮賢、溫傑及黃俊能分析 2022 年的市場展望。  

 

－  完  －  
 

有關光大新鴻基  

光大新鴻基有限公司（「光大新鴻基」）是一家領先的財富管理機構，其五大業務範

疇包括財富管理、企業融資及資本市場、機構業務、資產管理及投資管理，為香港、

澳門、中國內地及英國的個人、企業及機構客戶提供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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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證券」，上交所：601788，港交所：6178）的

海外業務平台，光大新鴻基及其關聯公司^透過「光大新鴻基」與「光大證券」品牌

及「鴻財網」和「光大新鴻基尊尚資本管理」附屬品牌經營。  
 

以中國光大集團及光大證券為後盾，及其自 1969 年起累積的豐富金融經驗，光大新

鴻基產品覆蓋全面，具備優質的環球金融服務，並獲穆迪 Baa3 長期發行人評級及

Prime-3 短期發行人評級的金融平台。目前，光大新鴻基及其關聯公司的客戶資產總

值約 1,240 億港元*。詳情請瀏覽 www.ebshk.com。  
 
^指光大新鴻基有限公司、中國光大證券國際有限公司以及其各自的附屬／聯屬公司。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本新聞稿僅供參考和討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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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潔宜  +852 3920 1863 kit.chan@eb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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