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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2年第⼆季市場展望

隨著俄烏衝突升⾼，導致全球通膨壓⼒上升，迫使各國央⾏⽴場更加鷹派，投資前
景也變得更具挑戰性。以積極⻆度看待，中國副總理劉鶴於3⽉16⽇發⾔中，暗⽰
中國將致⼒捍衛經濟成⻑的⽬標值。全球股市今年第⼀季受到多項⾵險因素導致價
格修正，估值亦⾯臨下修，投資⼈卻有機會在過程中發掘特定的投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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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MSCI 世界指數 24.0 -9.4 26.6 16.3 18.5 -7.3

MSCI 美國 21.2 -5.0 30.9 20.7 26.5 -8.4

MSCI 歐洲 25.5 -14.9 23.8 5.4 16.3 -7.3

MSCI 亞洲不包含⽇本 41.7 -14.4 18.2 25.0 -4.7 -5.7

MSCI 中國 54.3 -18.8 23.7 30.0 -21.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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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MSCI指數報酬率（以美元計）（%）

註：MSCI世界指數−MSCI ACWI Index，2022年* 截⾄2022年2⽉28⽇。
資料來源：MSCI，2022年2⽉28⽇；彭博，2022年3⽉23⽇

俄烏衝突

2. 本季最⼤的意外是俄羅斯直接⼊侵烏克蘭，以及國際社會聯⼿制裁俄羅斯。對全球股市形成

劇烈震盪的主要制裁措施，包括減少購買俄羅斯原油、禁⽌俄羅斯使⽤環球銀⾏⾦融電信協

會（SWIFT）系統，甚⾄是凍結俄羅斯央⾏的外匯存底。很顯然，直到現在仍無法確定這次
衝突以何種形式結束，最悲觀情境是衝突再度升級，從烏克蘭蔓延到北⼤西洋公約組織

（NATO）國家，或是使⽤化學或戰略性核武。俄羅斯、烏克蘭兩國協商成功將是更正⾯的
結果，進⽽撤軍、取消制裁，現階段預判對未來⻑期投資的影響程度，依然為時過早。

話雖如此，本次衝突確實對市場氛圍、消費者信⼼與通膨均有直接的短期影響，俄羅斯是原

油、天然氣、鎳、鋁、⼩⿆…等重要商品的主要⽣產國，例如:原油價格已飆升⾄每桶120美
元，將會今年通膨產⽣亦步亦趨的影響。

3.

美國從俄羅斯進⼝的原油不多，油價上漲對美國影響還在可控範圍，但歐洲通膨壓⼒則最為

嚴重，歐盟有40%的天然氣從俄羅斯進⼝，若改採進⼝液化天然氣則需⼤量的基礎建設，歐
洲因基建不⾜、短期窒礙難⾏。我們先前曾於另外⼀篇⽂章內強調，除了受惠於原油和棕櫚

油價格上漲的⾺來西亞與印尼之外，衝突通常對亞洲有負⾯影響。

4.

1. 回顧2022年第⼀季出現的三⼤事件，分別是i) 俄羅斯直接⼊侵烏克蘭；ii) 中國副總理劉鶴3
⽉16⽇的發⾔，激勵中國股市的強勁反彈；iii) 美國聯準會宣布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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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承諾捍衛經濟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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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與⾹港股市2022年第⼀季繼續⾯臨修正，尤其2⽉份最後⼀週的賣壓加劇，可歸因於：
i) 市場揣測中國會站在俄羅斯⼀⽅，導致對中國資產的⼆度制裁；ii) 隨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審計規則的⽣效，中國 ADR（美國存託憑證）⾯臨退市⾵險；iii) 上海、深圳因為新冠病
毒病例增加⽽宣布封鎖，令⼈擔⼼中國經濟將進⼀步放緩。

基於⼆度制裁的潛在⾵險，我們認為中國會謹慎⾏事，以免中資企業受到⼆度制裁。相較於

歐美，俄羅斯是規模⼩很多的貿易夥伴。我們的基本預測，制裁⾵險擴散到中國資產的⾵險

很低。

6.

7. 美國證監會公佈未根據《外國公司問責法》審計原則的企業名單後，中國證監會發布安撫性

聲明，我們認為很難找到折衷⽅案，更可能狀況是這些公司會改到⾹港上市。

中國、⾹港股市在副總理劉鶴3⽉16⽇表態後上漲，我們認為這強化政府在去年 12 ⽉中央
經濟⼯作會議上保持 2022 年經濟穩定的⽴場，積極⽰意i）穩妥推進並儘快完成⼤型平台企
業的整改⼯作；ii）規範、透明、可預期的監管。我們認為，這表達中國法規⾵險接近觸頂，
對中國股市有利。簡⽽⾔之，⽀持經濟成⻑企圖⼼是我們看好中國2022年股市的主要因素。

9.

中國正逐漸放寬新冠病毒的清零政策，深圳僅在⼀週後宣布解封，並將居家隔離期間從14天
降⾄7天。由於投資⼈對於中國的⻑期新冠病毒⼲擾⾵險看法過於負⾯，深圳管制動態更顯
得重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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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常態−從⾼速到中⾼速，從數量到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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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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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Global Investors，2021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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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最後，我們著重聯準會終於在3⽉16⽇宣布政策利率調升0.25%，並預計今年再升息六次。
聯準會主席鮑威爾亦稱，量化緊縮的計畫可能最快5⽉就會公布，以對抗通膨，重要性在於
隨著美國今年1、2⽉通膨數據觸及40年⾼點，驅動聯準會⾔論更為強硬。我們看法是升息
和量化緊縮最終究對股市⽽⾔是利空因素，尤其是過去因流動性過剩⽽提振的美國股市。

聯準會更加強硬的⽴場

指數 本期 10 年平均 溢價

 2021
2022
年

預測

2023
年

預測

美國 18.6 17.0 10% 51.5 9.2 9.8

歐洲 12.6 14.3 -12% 70.8 9.1 7.0

亞太（⽇本除外） 12.5 13.0 -4% 40.0 9.0 10.4

中國 10.1 11.2 -10% 9.8 14.7 14.5

新加坡 12.1 13.2 -8% 46.1 14.2 13.8

12 個⽉遠期本益⽐ 獲利成⻑率（%）

圖3：今年與明年市場獲利預測表現強勁

資料來源：湯森路透，2022年3⽉18⽇
註：F−市場預測，P/E−本益⽐。

結論

11. 我們看好週期性股票的短期交易機會，現階段交易價格（圖3）低於歷史估值，且 2022 年
獲利成⻑空間相當可觀，尤其新加坡股票等市場將受惠經濟活動的重新開放；另外，由於

中國處於寬鬆週期，我們也看好中國股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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