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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熱點】 

 中國今年一、二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達 31.5%，與前一個月及去

年全年相比都明顯加快。產品價格回升及銷售增速同時拉動了利潤的上升，此外

單位成本及單位費用的下跌更進一步加大了利潤增速的上升。 

 

 以當前的數據來看，去年供給側改革帶來的效果持續顯現，需求面的回暖也體現

在收入增速的上升，企業主動補庫存仍在持續，在供需同時改善的環境下預期宏

觀經濟持續穩健。 

 自 2010 年歐債危機以來，全球各區域經濟受政治、經濟及原料價格影響走勢

分歧。2016 年下半年開始，全球經濟同步向好的趨勢逐漸形成，近期全球主

要區域企業獲利增速預期已出現同步上升。 

 

 展望未來，全球暫時不存在影響經濟復甦趨勢的重大風險。原先經濟復甦趨

勢較不明確的歐洲及日本近期通脹及盈利都出現向好的跡象。此外，法國大

選出現意外結果的風險相對較低，同時市場已對此有一定預期，待結果確定

後，市場反而有機會出現因避險情緒消退帶動的上升。 

  

國內供需持續改善 企業利潤增速加快 

國內供需持續改善， 

主動補庫存仍在持續 

全球企業盈利增速預期

同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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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資產展望】 

 上週地產調控不斷加碼，受到 MPA 考核及季尾影響，資金利率出現明顯上升。

但市場表現相對穩定。在全球經濟回暖的大環境之下國內股票，儘管近期走勢較

為震盪，但今年以來仍呈現上升趨勢，不過其中結構分化明顯。 

 

 上週資金面較緊，但隨著申購可轉債的資金解凍，資金面有所緩和，長端收益率

略微下行，收益率曲線進一步平坦化，未來需關注跨季資金面變化以及監管新規

落地對市場的影響。 

 

 從中長期的角度，2017 年國內宏觀經濟增速企穩，整體通脹溫和上升，股市及債

市皆有機會，長期配置多元資產仍是爭取風險調整後回報較佳的策略。 

  

經濟小週期復甦，股市機

會值得關注。中長線股市

及債市皆有機會，長期配

置宜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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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類別 展望 

國內股市 中性 

股市在經歷了今年以來的上升後，部分板塊估值已較先前明顯提

升，預期第二季將以結構性機會為主，市場波動可能加大，近期若

市場再進一步上升，對股市短期看法將轉趨謹慎，但長期結構性機

會仍在。 

國

內

債

券 

長期 

利率債 
看淡 

基本面方面，短期通脹因素及補庫存週期疊加，經濟維持平穩，制

約債市表現，因此對利率債操作仍保持謹慎。 

信用債 看淡 
受債市調整影響，低評級企業外部融資環境惡化，信用利差面臨走

擴壓力，在債市氣氛仍未完全修復前，對信用債操作仍保持謹慎。 

高評級 

短融 
中性 

2016 年底以來資金面持續偏緊，短端產品提供了較佳的收益，儘管

長期來說短端產品的高收益可能無法持續，短期可關注短融的投資

機會。 

商品 中性 

今年以來商品市場波動率整體降低，目前仍維持在底部區域。整體

來看，目前商品市場形勢尚不明朗，整體仍然持續震盪，尚沒有確

定的方向形成。 

海外股市 看多 

港股：相對 A 股仍有估值優勢，國內的北水南下，及國際機構增加

對港股配置幅度都將為港股帶來資金效應。 

美股：近期美國就業、通脹及製造業資料仍然向好，儘管估值較高，

但預期經濟及企業獲利增長的趨勢仍將持續。 

海外債市 看淡 
全球經濟增長及通脹預期抬升，預期美元接下來加息的趨勢較為明

確，利率風險需持續要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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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回顧】 
 

 

 

 

 

 

 

 

 

 
 
 
 
 

資料來源：萬得，截至 2017/3/28，長期利率債以中債總財富(7-10 年)指數代表，高評級

短融以中債高信用等級債券財富(1 年以下)指數代表，中期信用債以中債高信用等級債券財

富(3-5 年)指數代表 

  

  

資產類別 近一周 本月以來 今年以來 

國內市場 

長期利率債 0.46%  0.35%  -1.34% 

高評級短融 0.14%  0.21%  0.91%  

中期信用債 0.43%  0.13%  0.11%  

中證轉債 0.25%  -0.37% 0.62%  

中證 500 -0.26% 0.74%  3.75%  

滬深 300 0.10%  0.49%  4.83%  

海外股市 

標普 500 0.62%  -0.21% 5.35%  

日經 225 -1.30% 0.44%  0.46%  

STOXX 歐洲 50 0.41%  2.18%  4.16%  

國債收益率 

10Y 中國國債 -5.1bps  -3.0bps  25.1bps 

10Y 美國國債 -1.0bps  6.0bps  -3.0bps 

10Y 德國國債 -8.0bps  20.0bps  16.0bps 

10Y 日本國債 -0.4bps  -0.2bps  1.4bps 

商品 

動力煤 -0.44% 5.37%  20.91%  

黃金現貨 0.54%  0.24%  8.69%  

原油 0.62%  -10.28% -10.09% 

滬深 300 期貨 0.67%  0.83%  5.27%  

http://www.cifm.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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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條款 

 

過往業績不代表將來表現。本文件所載之任何預測， 如有， 僅作闡述用途，不應被倚賴作為任何與投資有關或其他的建議或推介。基於目前

市場狀況而作出的有關金融市場趨勢的意見、估計、預測及陳述乃我們的判斷，可隨時變動而不作另行通知。在此所提供的資訊不應被假設為

準確或完整。本文件所載資料來源均來自被認為可靠之來源，惟閣下仍應自行核實有關資料。本文件並非旨在發售， 邀約或邀請購買或沽出

任何証券或任何金融工具。在此所述的觀點與策略不一定適合所有投資者。所提及的特定證券、資產類別及金融市場，如有，僅作闡述用途，

並非旨在作為亦不應被解釋為推介或投資、產品、會計、法律、稅務或任何其他專業建議。上投摩根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下稱 “上

投摩根香港”) 並不就該等事項對任何人士在任何方面負責或承擔責任。本檔所表達的觀點均屬上投摩根香港所有。該等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其

他與上投摩根香港有關的其他集團公司的意見。 

  

本通訊僅提供予所指定接收者，但指定接收者不可再轉發或分派。投資涉及風險。投資的價值及收益可升亦可跌，投資者並不一定可以取回已

投資之全數或任何金額。本通訊之接收者應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自行作出查察、評估或尋求獨立專業意見。接收者本人應完全負責核實其

接收本通訊或作出任何投資決定的合資格性，並遵守所有適用之本地法律及監管規定的要求。 

  

本文件由上投摩根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發行，但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版權所有@2017 上投摩根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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