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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圖觀】 

資料來源：萬得; 數據截至：2017.07.31 

國家統計局公佈 7 月份製造業 PMI 數值為 51.4，較上個月輕微回落 0.3，但仍維持在擴張區間內，

今年以來製造業 PMI 數值皆維持在 51 以上，整體來說較 2014 及 2015 年明顯改善，顯示經濟穩

健運行。財新 PMI 則較上個月繼續上升至 51.1，同樣顯示經濟穩健向好。就 PMI 細項指標來看，

年初以來明顯滑落的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 7 月份明顯上升，顯示供給側改革持續以及國內需

求依然較好，此外產成品庫存指數則進一步下滑到年內以來最低位，同樣顯示下游需求持續。儘

管預期下半年基建及房地產投資都將放緩，但從 PMI 看來宏觀經濟仍將有所支撐，預期經濟將維

持穩健增長。 

本 期 摘 要 (2017.07.31-2017.08.04) 

 本期市場重點關注 7 月份國內 PMI 製造業數據、“市政債”出台，以及歐元區各大經

濟數據的發佈。 

 在經濟復甦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斷提升，股票類資產的配置價值也在提高，

應關注成長確定、估值進入合理區間的股票投資機會。 

 國內債券市場方面，鑒於市場對監管政策已有一定預期，加上收益率已位於較高水平，

中長期配置機會或已顯現；重點關注短久期、高評級的信用債券。 

 美國陸續公佈的第二季企業財報表現良好，帶動美國三大指數於近期達到歷史新高。從

已經公佈的標普 500 指數 2/3 的成份股財報來看，72%的企業每股盈利均超預期，將

有利於美國經濟維持溫和成長。 

 雖然未來美聯儲將維持加息步伐，歐洲央行也開始考慮縮減貨幣寬鬆措施，但全球資金

對債券資產仍維持強勁需求，近一個月全球國債收益率下降。展望未來，在全球溫和通

脹的大環境下，有利於債券收益率維持穩定，長期看法維持中性。 

http://www.cifm.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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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熱點】 

 日前，財政部發佈《關於試點發展項目收益與融資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品種的通知》。

按照財政部相關負責人的說法，此舉目的是指導地方在法定專項債務限額內，按照地方政府

性基金收入項目分類發行專項債券，發展實現項目收益與融資自求平衡的專項債券品種，同

步研究建立專項債券與項目資產、收益相對應的制度，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實際出發，打

造中國版的地方政府市政項目收益債。 

 

 在市場資金利率溫和走低、發行成本有所下降的背景下，7 月份各信用債品種的發行量，較

6 月份出現顯著增長。其中公司債合計發行 1499億元，較 6 月份的 667 億元大幅增長 124.74%；

中期票據合計發行 1115 億元，較 6 月份的 772 億元增長 44.43%；企業債共計發行 673 億元，

較 6 月份的 216 億元也有逾兩倍增長。 

 

 歐元區 7 月份綜合 PMI 終值為 55.7，創下六個月來新低，低於 6 月終值 56.3。儘管歐元區綜

合 PMI 數據略遜預期，但歐元區經濟整體仍非常穩健，增速達到自五年前爆發債務危機以來

最快水平。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歐元區第二季 GDP 季環比增速 0.6%，同比增速 2.1%，

同比增速達到 2011 年第一季以來最高水平。包括週初公佈的 6 月份失業率數據在內，多項數

據顯示歐元區正在加速復甦，歐元區經濟的強勁勢頭是今年全球經濟的一個亮點，並一定程

度上抵消了美國經濟增長弱於預期的影響。 

  

http://www.cifm.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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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回顧及投資策略】 

國內股票市場 – 企業盈利能力不斷提升，股票類資產的配置價值盡顯 

上週 A 股市場走勢先揚後抑，整體走勢平穩。受 7 月 PMI 數據樂觀影響，上半週各市場均表現較

強，但下半週受近期強勢的週期股向上動能減弱，市場也逐步調整。自 7 月 31 日至 8 月 4 日，滬

深 300 微跌 0.4%，創業板指微跌 0.84%。 

 

上投摩根認為，在供給側改革持續影響下，鋼鐵、煤炭等週期板塊的去產能效果明顯。在經濟逐

漸企穩的背景下，部份大宗商品的供求關係也逐漸緊張，價格不斷升高，生產企業的盈利水平也

回升到較高水平，推動二手市場相關板塊走強。除了受去產能影響，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

對包括鋰、鈷等有色金屬的需求不斷提升，加劇了有色行業供求關係的緊張格局。展望後市，在

經濟復甦背景下，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斷提升，股票類資產的配置價值也在提高，尤其應關注成

長確定、估值進入合理區間的股票投資機會。 

 

         國內債券市場 – 中長期配置機會顯現，重點關注短久期、高評級的信用債券 

上週央行淨回籠資金 400 億，央行重拾小額淨回籠，顯示月初資金供求壓力減輕，是流動性恢復

平穩的結果。整體來說上週國內債券市場變動不大，中債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輕微上行 2.3 個基點

至 3.63%，而中債一年期國開債收益率則上行 3.5 個基點至 3.71%。展望未來，鑒於市場對監管政

策已有一定預期，加上收益率已位於較高的水平，中長期配置機會或已顯現。當前環境對債市的

影響已經和第二季完全不同，信用債尤其是短久期、高評級信用債的投資機會值得關注。 

 

海外股票市場 – 財報數據優於預期，下半年美股或將持續溫和成長 

美國陸續公佈的第二季企業財報表現良好，帶動美國三大指數於近期達到歷史新高。從已經公佈

的標普 500 指數 2/3 的成分股財報來看，72%的企業每股盈利均超預期。歐洲股市方面，受美聯儲

和歐洲央行在貨幣政策上不同基調的影響，歐元近兩週持續升值，升到了近兩年來的新高，令歐

股承受較大的下行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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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債券市場 - 全球國債收益率下滑，近期各類信用債價格均創新高 

上週歐美國債收益率明顯下行，主要因英國央行維持基準利率在 0.25%不變，降低了投資者對全球

央行可能一致收緊貨幣政策的擔憂。同時，英國央行下調了對 GDP 增速預期和通脹預期，較此前

鷹派言論明顯溫和，降低了投資者對全球利率上行的預期。展望未來，當前全球溫和通脹的大環

境下，有利於債券收益率維持穩定，長期看法維持中性。 

 

 【全球各類資產升跌幅】 

              

 資產類型 近一周 本月以來 今年以來 

國內債券 

長期利率債 -0.13% -0.04% -1.67% 

高評級短融 0.10% 0.06% 2.65% 

中期信用債 0.05% 0.00% 1.50% 

可轉債 1.77% 1.12% 9.61% 

國內股票 
中證 500 0.16% -1.16% -0.61% 

滬深 300 -0.38% -0.81% 12.01% 

海外股票 

標普 500 0.19% 0.26% 10.63% 

日經 225 -0.04% 0.14% 4.38% 

STOXX 歐洲 50 1.15% 1.28% 3.71% 

MSCI 新興市場 0.40% 0.10% 23.77% 

MSCI 亞洲 0.62% 0.19% 20.04% 

全球國債 

（收益率） 

10Y 中國國債 2.3bps 0.0bps 117.6bps 

10Y 美國國債 -3.0bps -3.0bps -18.0bps 

10Y 德國國債 -12.0bps -10.0bps 23.0bps 

10Y 日本國債 -0.9bps -1.3bps 2.2bps 

亞洲債券 JACI 亞洲指數 0.01% 0.40% 4.38% 

大宗商品 
原油期貨 0.27% -0.42% -7.56% 

黃金現貨 -0.81% -0.83% 9.32% 

資料來源：萬得; 數據截至：201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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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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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