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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焦點
固定收益投資展望：挑戰與曙光
聯博香港有限公司
對於債券投資者而言，2022 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且挑戰可能還會持續。
挑戰：全球經濟增長趨緩、通脹居高不下
儘管投資者預期全球經濟增長減速將可緩和通脹壓力，但是目前物價仍不斷上漲，令投資者百思
不得其解。儘管美國聯儲局與其他央行積極加息以對抗通脹，但是造成當前高通脹環境的主因大
多不在央行的掌控範圍。烏俄事件與新冠疫情持續衝擊能源、糧食與商品供應鏈，進而推升通脹
並壓抑全球經濟增長。
根深蒂固的通脹可能迫使央行進一步緊縮貨幣政策，並加深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對經濟衰退的
擔憂促使投資者轉向美元資產。同時，其他貨幣大幅貶值，導致各地同時面臨強勢美元與利率攀
升帶來的雙重壓力，其中以新興市場顯得尤其脆弱，因為新興市場主權債券常以美元計價，因此
美元走強將加重各地的償債負擔。在這樣的背景下，未來金融市場可能將持續波動一段時間。
一線曙光：更高水平的收益率
儘管經濟衰退的風險引發市場波動，且流動性環境不時緊縮，但是投資機會亦從中浮現。目前投
資級別企業債券的收益率達至近年新高（圖一）。
圖一：投資級別企業債券收益率
寫下 10 年高點（%）
彭博全球綜合債券指數：最低收
益率與經選擇權調整後利差

資料來源：彭博、聯博，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經濟衰退的威脅常讓投資者對企業債券卻步。一般而言，在經濟增長趨緩之前，信用基本面
會率先惡化，且隨著經濟增長與需求進一步萎縮，發債企業將進入評級下調與違約週期。然
而，現在的狀況大不相同。
比起過去經濟衰退前，目前發債企業的財務條件更加穩健。回顧兩年前疫情爆發之際，企業
債券市場的違約週期剛好告一段落，存活下來的都是穩健的企業，且即便利潤能力改善，過
去兩年仍保守管理資產負債表與流動性。因此，聯博預期明年的違約率與評級下調的個案只
會升至長期平均值。
同時，目前較高的收益率代表未來回報潛力也較高。舉例來說，非投資級別債券的最低收益
率向來可作為未來 5 年非投資級別債券投資回報的指標。
事實上，非投資級別債券的表現向來普遍容易預測；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機、經濟與市場嚴重
承壓的時期，當下的最低收益率與未來 5 年的回報率均維持穩定的相關性，這主要是因為債
券具備持續提供收益的特性。
四招助您應對當前挑戰
在當前環境下，聯博固定收益投資團隊建議主動式投資者不妨運用四大心法，以應對市場
挑戰。
保持靈活

聯博預期金融市場的波動可能會延續，並面臨流動性的挑戰。主動式投資者應做好準備，隨
時把握快速變化的投資估值與一閃即逝的投資機會，因為等到這些訊息登上新聞版面後，許
多投資者也會隨之反應，屆時已經錯失先機。

尋求抗通脹
的工具

由於通脹料將處於高位一段時間，接著才可能回到央行目標水平，因此具備抗通脹效果的投
資工具，例如美國抗通脹公債或消費物價指數交換合約，將是投資組合中不可或缺的部署。

加強佈局收
益率較高的
信用債券

目前，風險性資產的收益率優於過去幾年的水平，是許多投資者期盼已久的投資機會。投資
級別企業債券、非投資級別企業債券，以及證券化資產（例如：商業不動產抵押貸款證券與
信用風險轉移債券）目前已具備更高水平的當期收益，因此有助緩和通脹帶來的影響。

選擇均衡的
投資策略

囊括全球多元債種的投資策略可望應對當前快速變化的投資環境，因為投資者可以密切關注
環境與估值的變化，隨時調整投資組合配置。事實上，表現最佳的主動式投資策略通常將政
府公債、高利率敏感度債券，以及具成長特性之信用債券納入同一個投資組合，同時採取動
態管理。
此類策略有助投資組合掌握利率風險與信用風險之間的交互影響，並視當下環境決定加強配
置的方向。如此一來，投資組合便能動態平衡負相關的資產，一方面創造投資收益與回報，
同時在風險性資產表現疲弱時，平衡下行幅度。

目前，聯博鼓勵債券投資者以長線角度布局，因為唯有如此，投資者方可避免對各種消息
過度反應，甚至還有機會掌握由於其他投資者反應過度而產生的投資機會。
資料來源：聯博，截至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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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資訊 1
重要風險提示
 「基金資訊」中的內容僅供參考之用，閣下不應單憑本文件作出投資決定。於作出投資決定
前，閣下應閱讀有關基金的銷售文件，並注意文件內註明的相關風險。
 基金乃投資產品，部分基金乃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結構性產品。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
的，但除非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投資經
驗及目標後，認為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否則閣下不應投資在有關投資產品。
 有關「基金資訊」之註解、其他有關投資基金之重要風險提示及重要聲明，請參閱相關的部
份。
基金流向 2 - 歐美股票型基金 （單位：百萬美元）
美國大型
均衡型股
票
1 個月 3

美國大型增
長型股票

美國大型價 美國中型
值型股票
股票

美國小
型股票

歐洲大
型股票

歐洲中／
小型股票

-14,149

-1,322

-10,700

-328

1,715

-5,147

-111

季度至今 4

12,586

-6,874

-9,452

-887

1,371

-7,851

-744

年度至今 5

145,789

-63,094

43,506

-22,462

-26,302

-66,082

-19,182

1年6

181,946

-51,946

44,583

-24,827

-27,670

-64,757

-19,513

數據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基金流向-環球、亞洲及新興市場股票型基金（單位：百萬美元）
環球大型
股票
1 個月 3

環球中／
小型股票

日本股
票

亞洲(不含
日本)股票

亞洲
股票

大中華
股票

新興市場
股票

-2,896

-1,011

-2,506

-1,597

-362

775

4,501

-8,422

-2,406

-4,143

-3,473

-235

527

1,135

65,451

-5,095

-11,027

-13,439

-324

26,819

2,680

106,311
-2,508
數據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9,960

-15,124

-684

28,773

6,029

季度至今

4

年度至今

5

1年

6

基金流向-債券型基金（單位：百萬美元）
環球債券
1 個月 3

美國債券

歐洲債券

亞洲債券

6,633

2,472

4,889

-3,408

-8,029

-15,160

1,145

-6,979

-61,857

-146,090

-38,662

-40,884

-55,389
數據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130,176

-28,119

-38,858

季度至今

4

年度至今

5

1年

6

基金組別 7 累積回報 8(%)
（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基金平均累積回報 7）
環球債券
環球股票
歐洲股票 (國家)
歐洲股票 (地區)
新興市場股票
短期債券及貨幣市場
美國股票
政府債券
其他
亞洲太平洋股票 (國家)
亞洲太平洋股票 (地區)
亞洲/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
均衡基金
行業股票
日本股票
大中華股票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數據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基金資訊」之註解：
1. 「基金資訊」所列出之資料由 Morningstar 提供。所有資料只供參考，並不構成任何
投資建議或意見。
2. 基金流向估計值是由基金淨資產值的增長計算，即撇除價格變動後，基金資產值的增
長（或可能減少）。
3. 1 個月指由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期間的基金流向。
4. 季度至今指由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期間的基金流向。
5. 年度至今指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期間的基金流向。
6. 1 年指由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期間的基金流向。
7. 基金組別及基金平均累積回報由大新銀行可供認購的基金組成。有關「基金組別」之
全部分類詳情，請向本行投資服務區之職員查詢。
8. 累積回報顯示基金在過去指定時間內的回報或虧損狀況。總回報包括基金能夠得到的
收入（包括股息或利息收入）及資本增值或減值（證券價值的升跌）
。Morningstar 以
基金的資產淨值計算基金回報，並假設基金將收入及分派再作投資，以該段期間的基
金資產淨值變化除以開始時的資產淨值，得出回報數據。Morningstar 回報已將基金
收取的管理費、行政費及其他開支從基金資產中自動扣減，除非指明為扣除開支後回
報，否則 Morningstar 所顯示的回報不會就基金所收取的銷售費或贖回費作出調整。

重要風險提示：
 基金乃投資產品，不同於一般定期存款。投資涉及風險。基金價格可升可跌，有時可能會非常波
動，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基金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過往的表現並
非其將來表現的指引。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應考慮其本身的投資經驗、投資目標及
風險承受程度，並審慎閱讀有關銷售文件所載的條款、條件及風險因素。如閣下就投資產品之性
質及有關之風險有任何疑問，應先獲取任何必要及合適的專業意見。
 投資涉及不同類別之風險–閣下將承受基金所投資市場之集中、市場、國家、社會、政治、政策、
稅務、經濟、外匯、流動性、對外資限制、結算、託管、管理、營運風險、法律及監管的風險，
及其他可能會對基金表現帶來不利影響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投資於其他集體投資計劃／交易
所買賣產品（例如交易所買賣基金） 、投資於衍生工具（不論為對沖目的或以其他目的）
、投資
於中國 A 股連接產品、投資於信託基金（例如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及澳洲信託基金）、與投資主
題不一致、有限投資項目、利率／匯率波動及保管人／受託人／基金所投資工具的發行商／基金
所訂立合約的交易對手的償付能力之相關風險。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之基金，或會涉及交易對方
的償付能力風險，槓桿風險、流動性風險、方向性風險、賣空風險、基差風險、現金流風險或其
他額外之風險，基金價格波幅可能較大。投資於另類資產類別之基金，包括對沖基金策略、私募
股權或者房地產行業，可能會涉及特殊及較高之風險。包括較高價格波幅及流通性風險。投資於
商品市場之基金，所涉及的風險通常較投資於其他市場的為高。商品的常見特色是會急劇變化，
涉及的風險的變更或會較快。此外，閣下或會承受有關基金的其他風險，例如因定期重新調整投
資項目比重而招致的較高交易費用、投資組合切換風險、表現費風險、投資策略／風格或模式風
險、與借貸、孖展額度／融資、回購交易、反向回購交易、證券借貸、其他類似交易或其他方式
相關的槓桿借貸風險。閣下或會因基金利用其附屬公司持有基金資產而承受額外風險（如挪用或
錯配基金資產的風險）
。此外，閣下將承受有關美國《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及其他適用的外國
稅收法規的風險。某些基金受制於過度及短線交易的政策，基金經理可能會採取適當措施以減少
該等活動，措施可能包括凍結戶口以禁止其將來認購及轉換基金。由於認購、轉換及／或贖回基
金或需支付交易費用，閣下可能因過度及短線交易而需支付不成比例的高交易費用。
 只適用於股票基金–如基金為股票基金並投資於新興／新領域／創業板市場、單一市場或行業或
有限的地區、行業或小型企業（一般而言流動性較低）
，可能會涉及較高風險（例如市場風險、波
動性風險、監管風險、企業獨有風險及與小型／中型市值公司相關的風險）
，並通常會對價格變動
較為敏感。如基金投資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中小板）及／或創業板，可能會涉及較高
風險（例如股價波動較大、估值過高風險、監管差異（只適用於創業板）及除牌風險）
。投資於中
小板及／或創業板可能導致相關基金及閣下蒙受重大損失。此外，假若基金投資普通及優先股、
預託證券、業主有限合夥企業、事業發展公司、破格性創新公司及／或合訂證券，可能會涉及風
險。如股票基金涉及債券投資，閣下亦將承受債券基金的有關風險。


只適用於債券基金–如基金為債券基金，閣下將承受例如波動性及流通風險、交易對手的償付能
力風險、利率風險（例如浮息／固定利率或基準錯配、時效錯配及經修訂利率等）、評級調低風
險、信貸評級機構的風險、預付款項風險、再投資風險、信貸評級風險、與城鎮投資債券相關的
風險、與主權／政府／超國家證券相關的風險、與通脹保值證券相關的風險、與按揭及／或資產
抵押證券相關的風險、與被內地信貸評級機構評為 BB+ 或以下或沒有評級的債務證券相關的風
險、非上市債務證券的風險及估值風險。基金可能投資於一般而言有較高的風險的受壓及陷入財
政困難公司的貸款及債券、結構性信貸產品（例如信貸掛鈎票據）及證券化資產、夾層貸款、同
級部份債務及槓桿式貸款等。基金亦可能投資於貸款（例如透過直接轉讓方式、參與式貸款或次
級參與式債款），並因與背後貸款人無合約關係，致使無權操控背後貸款合約條款或向貸款人執
行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從有關貸款的抵押品索賠）而承受更高風險。該基金的資產淨值有可能因
該基金所投資的債券當中有任何違責事件又或利率轉變而下跌或受到負面影響。如基金投資於高
收益債券，除上述之風險外，該基金亦會涉及較高的信貸風險，因為高收益債券的評級通常低於
投資級別，或不獲評級，因此投資於高收益債券的基金涉及的發債機構違責風險往往較高。此外，
投資於高收益債券的基金亦較多受制於經濟周期的轉變，當經濟下滑時，高收益債券價值的跌幅
往往會較投資級別債券為大，原因包括 （i） 投資者會較為審慎，不願承擔風險及 （ii） 違責
風險加劇。 此外，如債券基金投資於以下之債券，該基金將會涉及較高風險。所指債券包括：非
投資級別債券（或被當地評級機構評級為「投資級別」
，而其評級機制及標準可能與國際認可的評
級機構的機制及標準有很大差異）
、無評級債券、新興／新領域市場債券、陷入財務困難公司的債
券、屬永續性質的債券、後償債券、可贖回的債券、可延遲到期日的債券、屬可換股或可交換

性質的債券、已違約的債券、按揭及資產抵押債券、城鎮投資債券及與被內地信貸評級機構
評為 BB+ 或以下或沒有評級的債券、人民幣附息證券、非上市債務證券、具有浮息及／或
延遲派付利息條款的債券、具有或然撇減或彌補虧損特點的債券、專門性債券及投資於單一
市場或行業或特定地區或行業的債券。閣下須留意內地評級機構與國際評級機構的信貸評級
基準可能不同而無法進行直接比較，基金可能因而蒙受重大損失。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實現的資本增值亦承受與現行中國稅務法例、規則及慣例相關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最後，
如債券基金涉及股票投資，閣下亦將承受股票基金的有關風險。
 只適用於均衡基金–如基金為均衡基金並投資於債券及股票，則同時涉及上述股票及債券基金
的風險。
 只適用於透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或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機
制直接在中國國內證券市場投資之基金–QFII 或 RQFII 政策及規則可能出現變動，中國內地
法律及法規之不明確及變動或對基金造成不利影響，相關變動亦可能具追溯效力。現時無保
證日後不會實施匯回限制，任何對投資資本及淨溢利的匯回限制，可能會影響基金應付閣下
贖回要求之能力。如中國境內的經紀／分託管人於執行／結算與基金相關交易時出現違約情
況，基金可能會在取回其資產時遇到延遲，因而可能影響其資產值。對透過 QFII 或 RQFII 於
中國境內投資獲取的資本收益的相關現行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或出現變動，並且可能影響基
金之資產值。基金的投資集中於與中國有關的公司可能會令其波動性較廣泛投資於環球組合
的基金大。
 只適用於通過「滬港通」買賣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若干合資格股票（「上交所股票」）及／
或通過「深港通」買賣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若干合資格股票（「深交所股票」）之基金–「滬
港通」及「深港通」是上海／深圳與香港建立的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計劃，有關法規可能會
變更，而將會如何被應用仍未明確。「滬港通」及「深港通」機制受額度限制之規限，可能限
制基金及時地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於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的能力。倘若通過
「滬港通」／「深港通」機制進行的交易遭暫停，基金進入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市場的能
力將受到不利影響並可能會影響基金的投資策略。由於有關的資訊科技系統是由證券交易所及
交易所參與者新開發，故可能承受操作風險。如系統未能正常運作，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將會
暫停。此外，通過機制進行的交易或會令基金承受交收及結算風險。若中國境內結算公司未能
履行其交付證券／支付的責任，基金可能在追討損失上遇上延誤或可能無法完全取回全數損
失。此外，中國法規實施若干沽出限制，因此基金可能無法及時地沽出所持有的上交所股票／
深交所股票。
「滬港通」／「深港通」合資格股票可能會變更並被調出「滬港通」／「深港通」
範圍，可能會影響到基金的投資組合或策略。基金或許不能及時參與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
的若干企業行動和委任代表出席或參與上交所股票／深交所股票的股東大會。基金也可透過
「深港通」投資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板 及／或創業板，因此可能導致基金及閣下蒙受重大
損失。基金通過「滬港通」及／或「深港通」作出的投資並不受香港的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只適用於在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基金互認」）安排下的內地互認基金–基金互認安排設有總
額度限制。倘若額度用盡，基金單位的認購申請可能隨時暫停。倘若基金不符合基金互認安排
的任何一項資格條件，新的基金單位認購申請將可能不獲接受。在最差的情況下，香港證監會
甚至可能會因為基金不符合資格要求，撤銷基金於香港公開發售的認可資格。沒有任何保證可
以確保基金能夠持續符合各項資格條件。目前，根據基金互認安排的有關政策，若干稅收減免
及豁免適用於基金及／或閣下。概不保證該等減免及豁免或內地稅收法律法規不會改變。現有
減免及豁免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如有任何變動，均可能對基金及／或閣下造成不利影響，且可能
導致彼等遭受重大損失。內地及香港市場的慣常做法可能有所不同。此外，基金與其他在香港
向公眾發售的基金之營運安排亦可能不同。閣下應了解清楚這些不同之處及其影響。
基金乃投資產品，部分基金乃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結構性產品。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
的，但除非大新銀行有限公司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務情況、投資經
驗及目標後，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否則閣下不應投資在有關投資產品。

重要聲明：
 「市場焦點」的內容由基金公司提供，而「基金資訊」之數據則由 Morningstar 提供，兩者皆
只供參考用途。
 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新‧資訊」(「本文件」)只提供一般參考性資訊，本文件並沒有考慮
投資者的個別需要及狀況。此外，雖然本文件內容所載資料取自獲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但惟本
行並未就資料進行獨立核對。本行及 Morningstar 不能擔保本文件之任何資料、推測或意見
或作出任何此等推測或意見之基礎的公正性、準確性、完整性或精確性，亦在沒有欺詐、疏忽
及故意失責的情況下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本行有權修改本文件的內容資料而毋須另作通
知。任何人因使用或依賴本文件所提供的資料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本行概不負責，但直接及主
要由於本行疏忽或故意失責引致的損失則除外。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文件只供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任何人就申請或購買任何投資產品或其他投資，及與產品或投資有關之任何期權、期
貨或衍生工具或進行任何交易的招攬、邀請或建議，亦不構成對未來單位價格變動的任何預測。
本文件所提及之投資項目未必適合所有投資者。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文件不應被視為向
任何人提供投資建議。投資者必須根據其各自的投資目的及經驗、財務狀況及其他需要作出投
資決定。對本文件內討論的任何產品、其他投資或投資策略，投資者可尋求獨立的財務意見。
除非情況另有所指，否則本文件並無意提供專業意見，因此投資者不應作為此方面之用途。
 投資涉及風險。有關未來之陳述有可能不會實現，及投資者請了解有關產品或其他投資如果有
任何收益，均有機會變動。投資之價值及任何收入均可升可跌，甚至可能會變成毫無價值。過
往表現並不代表將來之表現。外幣匯率可能有損本文件中所提及的產品或其他投資之價值、價
格或收入。投資者在投資前應考慮稅項對該投資之影響，及應根據個別情況向各獨立稅項專家
尋求稅務意見。本文件並不擬指出本文件內提及之產品或投資項目可能涉及的所有風險。投資
者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敬請細閱及明白該等投資的所有發售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其所列載的
風險披露聲明及風險警告。
 本行及其聯繫公司可隨時就本文件中提及的產品或投資進行買賣、從交易獲利、持有或充當市
場莊家或顧問、經紀或銀行家。本行及其聯繫公司可能就其文件所提及的所有或任何產品或投
資項目交易中收取經紀佣金及費用。
 本文件由本行於香港刊發，只供收件人閱覽。本文件及其全部或部份內容不得翻印或作進一步
刊發。
 本文件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任何香港監管機構審核。
︱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Dah Sing Bank, Limit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