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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MSCI 世界指數
(MSCI ACWI)

24.0 -9.4 26.6 16.3 18.5

MSCI 美國 21.2 -5.0 30.9 20.7 26.5

MSCI 歐洲 25.5 -14.9 23.8 5.4 16.3

MSCI 亞洲不含⽇本 41.7 -14.4 18.2 25.0 -4.7

MSCI 中國 54.3 -18.8 23.7 30.0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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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票 — 轉機
現在是佈局中國股票市場的良好時機

圖 1：MSCI 指數報酬率（以美元計）（%）

註：ACWI –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IT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來源：2022年1⽉3⽇，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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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前對中國的市場評論曾經提到，中國經歷經濟結構改⾰的關鍵時期，新法規和房地

產⾏業去槓桿帶來的不確定性，拖累了中國股市的表現。當時，我們認為改⾰不但需要時

間消化，⽽且在去年⾯臨拋售時期佈局中國仍為時過早 。然⽽，因以下分析的原因，我們
對中國的態度已轉樂觀：

在2021年12⽉召開的中國中央經濟⼯作會議（CEWC），官⽅積極呼籲「穩增

⻑」，建議放寬政策和監管達到⾼峰，⽬的是防⽌經濟再次出現放緩。

中國股市在政策助攻的趨動下，往往表現良好。

Omicron病毒對全球和中國經濟活動的影響，我們仍視為⼀個短期⾵險。 

樂觀看待2022年的中國股市。

中國股票歷經2021年明顯不如預期，隨後有機會呈現反彈。

政策⾵險⾼峰已過去，⽬前明顯處在寬鬆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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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中央經濟⼯作會議期間使⽤之關鍵字∕措辭

資料來源：利安資⾦管理公司，2021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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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作會議是中國召開的年度會議，旨在確定下⼀年度的國家議程。來⾃中央經濟

⼯作會議的關鍵字為政策制定了⽅向，隨後會轉換成地⽅政府的關鍵績效指標，查看圖2
後，我們觀察到中國股票報酬率在著重於經濟改⾰和政策緊縮年度，例如2021年、2018年
和2015年內皆表現不佳；然⽽，著重於經濟成⻑的年度，尤其經過前幾年的股票報酬率呈
現疲軟之後的年度，例如2019年、2017年和2012年等中國股票報酬率表現良好。2021年
12⽉中央經濟⼯作會議的關鍵字是「穩增⻑」，表⽰⾃2021年⾄2022年由政策緊縮轉變為
著重於⽀持經濟成⻑，上述資料參考Macquarie Macro Strategy, 2021年12⽉。

中國中央經濟⼯作會議 

著重於「穩增⻑」: 保住5%的經濟成⻑⽬標，相較於其他⻑期的議程，例如脫碳和去

槓桿…等，現階段經濟的優先順位較⾼。 

 對電商平臺等部分⾏業的監管已達⾼峰 : 對『反壟斷』、『遏制資本無序擴張』的重

視程度較低，更強調資本的積極作⽤。

房地產市場逐步寬鬆，且地⽅政府有更⼤的⾃由權來制定⾃⾝房地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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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將舉辦第20次全國代表⼤會，經濟穩定性在2022年顯得特別重要，也在這些重

要事件之前，資本市場往往表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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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中央經濟⼯作會議之關鍵字∕措辭
MSCI 中國報酬
率（%）

2021 加強監管 -22.0

2020 穩字當頭 30.0

2019 ⽀持成⻑ 24.0

2018 去槓桿 -18.8

2017 積極財政和穩健貨幣政策 54.3

2016 國有企業改⾰ 1.1

2015 經濟新常態 — 從⾼速到中⾼速、從數量轉為質量 -7.6

2014 改⾰和成⻑穩定性 8.3

2013 改善成⻑質量和效率 4.0

2012 穩中求進 23.1

2011 穩增⻑、調結構、控通膨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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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對新冠肺炎採取清零政策下，Omicron疫情仍是⼀個⾵險。現階段中國政府在病
例爆發之際實施局部封鎖，但多次的局部封鎖可能導致經濟增⻑呈現放緩。但換句話說，

卻可能讓政策端再⼀次寬鬆，反⽽對中國股市是正⾯影響。

依然存在的新冠肺炎（COVID-19）⾵險

MSCI中國指數以14%的預測盈餘成⻑、12倍的本益⽐，因此股票價格相當具有吸引⼒。
從可能增加市場報酬的政策⾵險達到⾼峰、政策放鬆所帶來的正⾯情緒，看⾒估值修復機

會，因⽽對中國股市表⽰樂觀。

亞洲受惠於不斷成⻑的中國，且投資⼈可透過本公司利安資⾦亞太基⾦，投資不斷成⻑的

中國，該基⾦藉由主要投資亞太地區（不包括⽇本）的股市，旨在達成⻑期資本增值。欲

取得更重點式投資策略之投資者，可考慮本公司的利安資⾦中國增⻑基⾦。

評價具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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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廣告或出版物尚未經新加坡⾦融管理局審查。在此僅供參考。它不是對購買或出售任何資本市場產品或投
資的建議、要約或招攬，並且亦未考慮您的具體投資⽬標、財務狀況、稅務狀況或需求。申請本基⾦單位必
須呈交其招股書中所附帶的表格。您應閱讀可從利安資⾦管理公司(“LGI”) 或其任何分銷商處索取的招股說明
書和產品亮點表，並考慮該基⾦是否適合您，並在決定是否購買該基⾦前，必要時尋求財務顧問之建議。對
我們基⾦的投資並⾮利安資⾦管理公司 (LGI) 或其任何關聯公司的存款、擔保或投保的義務，並且有投資⾵
險，包括可能損失所投本⾦數額。基⾦表現不能保證，其單位價值以及單位所產⽣的收⼊ (若有) 可能上升或
下降。以往的表現以及任何預測、預估或預報均不⼀定預⽰基⾦未來或可能的表現。任何超常表現或由特殊
情況造成，⽽這種情況也許無法持續。股利分配可能不在收⼊和/或資本範圍內，由利安資⾦管理公司LGI全
權決定。任何股息分配將減少可再投資資本，並可能導致基⾦資產淨值⽴即下降。任何資訊（包括意⾒、估
計、圖像，圖表、公式或設備）可能隨時更改或更正，恕不另⾏通知，並且不可⽤此作為建議依賴。建議您
對本⽂中包含的任何資訊的相關性、準確性、充分性和可靠性進⾏獨⽴評估和調查，對於您對本⽂所包含的
任何資訊⽽採取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我們並不承擔任何保證，亦不承擔任何責任。該基⾦在招股書允許下
可投資⽤於對沖或⾼效投資組合管理⽬的之⾦融衍⽣⼯具。與投資於全球或更廣泛區域市場的基⾦相⽐，該
基⾦的資產淨值可能會由於在有限的地理市場上其較為狹窄的投資焦點⽽具有較⾼的波動性。利安資⾦管理
公司 (LGI)、其相關公司、其董事和/或員⼯可在本出版物中所提及的產品中具有投資。同時LGI可為⾃⼰或其
客戶從事購買或出售其基⾦。利安資⾦管理公司（UEN /註冊號：198601745D）為新加坡註冊成⽴的公
司，與歐洲或美國所在地的任何資產或基⾦管理實體並無關聯。對任何特定公司的提及僅⽤於說明⽬的，並
不表明我們有意投資於該公司或建議投資於該公司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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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代理之境外基⾦經⾦管會核准或同意⽣效，惟不表⽰絕無⾵險，基⾦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
不 保證基⾦之最低投資收益；基⾦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之盈虧，亦不
保證 最低之收益，投資⼈申購前應詳閱基⾦公開說明書。
投資⼈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匯率變動可能影
響 基⾦之淨資產價值、申購價格或收益。
本⽂提及之經濟⾛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之績效，基⾦投資⾵險請詳閱基⾦公開說明書。
基⾦投資於⼤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境外基⾦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
額 不得超過基⾦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投資⼈亦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
險。
基⾦投資涉及投資於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險程度可能較⾼，且其政治與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
低 於已開發國家，也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投資⼈申購前應詳閱基⾦公開說明書。
有關基⾦應負擔之費⽤(境外基⾦含分銷費⽤) 已揭露於基⾦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須知中，投資⼈可向
新 光投信及基⾦銷售機構索取，或⾄新光投信理財網及基⾦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依據洗錢防制法規定，⾦融機構受理開戶或交易應落實確認客戶⾝分，是遏制不法⾦流的第⼀道防線，
⺠ 眾的配合可防杜⾮法洗錢，更可保障⾃⾝財產安全。
該廣告或出版物尚未經新加坡⾦融管理局審查。在此僅供參考。它不是對購買或出售任何資本市場產品
或 投資的建議、要約或招攬，並且亦未考慮您的具體投資⽬標、財務狀況、稅務狀況或需求。申請本基
⾦單 位必須呈交其招股書中所附帶的表格。您應閱讀可從利安資⾦管理公司 (“LGI”) 或其任何分銷商處
索取 的招股說明書和產品亮點表，並考慮該基⾦是否適合您，並在決定是否購買該基⾦前，必要時尋求
財務顧 問之建議。對我們基⾦的投資並⾮利安資⾦管理公司 (LGI) 或其任何關聯公司的存款、擔保或投
保的義務 ，並且有投資⾵險，包括可能損失所投本⾦數額。基⾦表現不能保證，其單位價值以及單位所
產⽣的收⼊ (若有) 可能上升或下降。以往的表現以及任何預測、預估或預報均不⼀定預⽰基⾦未來或可
能的表現。股 利分配可能不在收⼊和/或資本範圍內，由利安資⾦管理公司LGI全權決定。任何股息分配
將減少可再投資 資本，並可能導致基⾦資產淨值⽴即下降。任何信息（包括意⾒、估計、圖像，圖表、
公式或設備）可能 隨時更改或更正，恕不另⾏通知，並且不可⽤此作為建議依賴。建議您對本⽂中包含
的任何信息的相關性 、準確性、充分性和可靠性進⾏獨⽴評估和調查，對於您對本⽂所包含的任何信息
⽽採取的直接或間接的 損失，我們並不承擔任何保證，亦不承擔任何責任。該基⾦在招股書允許下可投
資⽤於對沖或⾼效投資組 合管理⽬的之⾦融衍⽣⼯具。與投資於全球或更廣泛區域市場的基⾦相⽐，該
基⾦的資產淨值可能會由於 在有限的地理市場上其較為狹窄的投資焦點⽽具有較⾼的波動性。利安資⾦
管理公司 (LGI)、其相關公司 、其董事和/或員⼯可在本出版物中所提及的產品中具有投資。同時LGI可為
⾃⼰或其客戶從事購買或出售 其基⾦。利安資⾦管理公司（UEN /註冊號：198601745D）為新加坡註
冊成⽴的公司，與歐洲或美國所在 地的任何資產或基⾦管理實體並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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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份⽂件僅限內部教育訓練使⽤不得交付⼀般投資⼤眾》

警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