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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萬得; 數據截至：2017.07.31 

中國海關總署於 8 月 8 日公佈了 7 月貿易數據，貿易順差 467 億美元。從增速來看，美元計價出

口同比增長 7.2%，進口同比增長 11.0%，分別較上月回落 4.1、6.2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數據略

低於預期。這一方面與外需相對平穩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回落有關。從下半

年的趨勢來看，估計進出口整體增幅不及上半年，但在全球及國內經濟持續復甦的環境下仍有望

維持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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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摘 要 (2017.08.07-2017.08.11) 

 央行發佈第二季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海關總署公佈中國 7 月進出口貿易數據；美國

公佈 7 月 PPI、CPI 數據。 

 上週環球股市受到地緣政治風險影響，波動較大；而避險情緒壓低債券收益率，令目前

環球債市表現較佳。 

 國內股市波動有所增加，前期受供給側改革上升較多的板塊出現回落，而具有成長性、

估值合理的品種仍具備較好的投資價值；國內債券方面，央行有望維持“穩健中性”貨

幣政策取向，繼續為流動性“削峰填谷”，資金面預計波動不會很大，對債市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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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熱點】 

 中國人民銀行於 8 月 11 日公佈第二季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中表示 2017 年上半年，

中國經濟在消費增長穩健，投資增長整體穩定，進出口較快增長的環境下，整體保持平穩較

快增長。在金融防風險的大方向下，中國人民銀行不斷完善 MPA 考核機制，在 2017 第一季

將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指標考核後，擬於 2018 年第一季將資產規模 5000 億元以上的銀

行發行的一年以內同業存單納入 MPA 同業負債考核。同時人民銀行對市場關注的匯率形成

機制提出說明，人民銀行表示 2017 年 5 月底起外匯報價加入了逆週期調整因數，將報價模

型調整為「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週期因數」，目的是在尊重市場的前提下促進市

場行為更加理性，適當過濾外匯市場的“羊群效應”。從實際運行情況看，新機制有效抑制

了外匯市場上的羊群效應，增強了宏觀經濟等因素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的作用。在下一階段

的貨幣政策上，將繼續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上週發佈的美國 7 月 PPI、CPI 數據均低於市場預期，7 月份 CPI 較 6 月份略微上升 0.1%至

1.7%，除去食品及能源等波動較大的因素，核心 CPI 上升 1.7%，連續三個月維持溫和。美聯

儲更關注的 PCE 從 5 月以來也維持在相對比較溫和的水平。過去一段時間儘管通脹未明顯提

升，但就業始終維持強勁，美國就業市場持續維持在接近充分就業的狀態，由於美聯儲並未

表明需達到一定的通脹水平才能開始縮表，因此在經濟穩定的背景下預期美聯儲仍有可能在

9 月份宣佈縮表計劃，但 12 月份是否加息市場則仍有較多的討論。 

 

 【市場回顧及投資策略】 

國內股票市場 –短期波動不改長期配置價值 

上週環球市場震盪加劇，A 股波動也明顯加大。上證綜指於 8 月 11 日單日下跌 1.63%，滬深 300

下跌 1.85%，主要是前期受供給側改革影響升幅較高的有色金屬、煤炭、鋼鐵等板塊出現了較大幅

度下跌。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醫藥、傳媒、電腦、食品飲料等板塊受波動影響較小，創業板也

表現較強。這表明具有成長性、估值合理的品種仍具備較好的投資價值，尤其是那些前期調整幅

度較大、基本面沒有發生重大改變的板塊和個股，投資價值正逐步顯現。而週期品種方面，中期

供給側改革和環保限產邏輯並未改變，而 7 月經濟屬於淡季，需求也難以證偽，預計週期股調

整後仍有沖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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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債券市場 –央行維持「穩健中性」貨幣政策，資金面預計波動不會很大 

上週央行公開市場出現輕微淨回籠，資金利率小幅上行，主要期限利率債品種收益率穩定，中債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下行1個基點至 3.62%，中債 1年期國開債收益率同樣下行 3.5 個基點至 3.69%。

上週央行還發佈第二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及提高公開市場操作的精細化程度，加強預期管理。

展望未來，有望維持“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取向，繼續為流動性“削峰填谷”，資金面預計波動

不會很大，有利於債市。 

 

海外股票市場–上週海外股市先揚後抑，後市預期回穩 

上週初環球股票受較好的美國就業數據普遍上升，隨後受對朝鮮風險的擔憂情緒升溫影響，環球

股市在下半週出現明顯下跌，歐洲股市近期受到強勢歐元的影響 5 月以來走勢較為震盪。上週全

球股市普遍下跌，其中先前升幅較大的科技股跌幅較大。港股方面恒生指數全週下跌 2.46%，考

慮目前港股市場仍處於中報密集披露期，建議投資者繼續重點關注績優股。在週末朝鮮地緣政治

的風險已有降低，美國多名官員淡化了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展望後市預期地緣政治風險

將逐漸減弱，市場將回歸關注企業業績表現。在全球經濟持續穩健增長的環境下，股票類資產投

資機會持續值得關注。 

 

海外債券市場–市場避險情緒上升，短期避險資金湧入債市  

在美國通脹維持較低的環境下，上週部分美聯儲官員釋放了偏向鴿派的信號，此外地緣政治的風

險升溫令市場避險情緒上升，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回落至 2.2%。亞洲方面，JACI 中資美元債

收益率下行 1.41 個基點，收報 4.7%。展望後市，短期避險資金湧入可能進一步壓低債券收益率，

整體可能會有利於債券走勢，但中長期市場仍將回歸貨幣政策的基本面，預期美聯儲在中長期仍

將維持緩慢收緊的方向不變，有利差保護的亞洲美元債及亞洲當地貨幣債券投資機會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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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各類資產升跌幅】 

              

 資產類型 近一周 本月以來 今年以來 

國內股票 
中證 500 -1.03% -2.17% -1.64% 

滬深 300 -1.62% -2.42% 10.19%  

國內債券 

長期利率債 0.04%  0.01%  -1.62% 

高評級短融 0.08%  0.13%  2.72%  

中期信用債 -0.06% -0.06% 1.44%  

可轉債 -2.74% -1.65% 6.61%  

海外股票 

標普 500 -1.43% -1.17% 9.04%  

日經 225 -1.12% -0.98% 3.22%  

STOXX 歐洲 50 -2.93% -1.69% 0.67%  

MSCI 新興市場 -2.29% -2.20% 20.94%  

MSCI 亞洲 -1.24% -1.06% 18.55%  

全球國債 

（收益率） 

10Y 中國國債 -1.0bps  -1.0bps  116.6bps 

10Y 美國國債 -8.0bps  -11.0bps  -26.0bps 

10Y 德國國債 -8.0bps  -18.0bps  15.0bps 

10Y 日本國債 -6.5bps  -7.8bps  -4.3bps 

亞洲債券 JACI 亞洲指數 0.11% 0.36% 5.23%  

大宗商品 
原油期貨 -0.78% -1.20% -8.28% 

黃金現貨 2.41%  1.56%  11.96%  

 

資料來源：萬得; 數據截至：2017.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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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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