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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评述
无一幸免
Lesley Marks, 特许金融分析师，首席投资策略师

“又一个人一败涂地
又一个人铩羽而归
全军覆没，满目疮痍
接二连三，无一幸免”
“又一个人倒下了” ——皇后乐队

随着 2018 年的艰难收关，许多投资者乐于看到这多事的一年终于结束了。贸易紧张局势、对
全球增长放缓的担忧以及对地缘政治关切继续推动着市场表现。疲弱的经济数据和跌跌不休的油价
殃及高风险资产的回报。随着利率下降，通胀担忧被置之脑后，避险类政府债券情势随之上涨。
随着比特币泡沫的破灭，虚拟货币在 2018 年初开始出现一波滚动修正。许多其他市场相继跟
进，回报惨不忍睹。对贸易战的担忧引发中国股市的调整行情。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股市出现回
调。去年夏天，铜等工业大宗商品的价格暴跌。油价在去年秋天下跌，加拿大股市随之下挫。在
2018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股市一路攀升，但自 10 月起开始修正。在交易年度的最后数月中，
美股成为表现最低迷的主要市场之一。
美国——“摇滚无止境”
12 月，美国市场再现大幅波动。美国股市暴跌，遭遇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周。
在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惨淡的平安夜之后，随着道琼斯指数出现创最大单日上涨点数纪录的反弹，美
股又上演了奇迹般的翻盘。
市场担心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与中国的贸易战一触即发以及美国政府面临的混乱局面。
在 12 月的会议上，美联储无视来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压力，将基准利率上调 25 个基点，
达到十几年来的最高水平。经过 2018 年的四次加息，美联储表示将在 2019 年进行两次加息，比
预期少一次。当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批评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时，华尔街对美联储的独立性
受到攻击而感到不安。
投资者还担心美中之间的关税纷争——尽管暂时休兵但却前途未卜。双方面临着在三个月期限
内达成协议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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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年期政府债券支付的利息高于五年期债券时，投资者惶惶不安。长期债券的利率通常较高。
一旦情况颠倒——正如 12 月中旬发生的那样——即被称为收益率曲线反转。许多投资者认为部分
收益率曲线反转是对经济信心的下降以及衰退即将到来的迹象。
12 月，特朗普总统要求拨款 50 亿美元建造南方边界墙。国会拒绝通过这一筑墙计划并休会至
圣诞假期之后。在全美 210 万联邦雇员中，有 80 多万人受到第三次政府“关门”的影响。
种种因素将美国三大指数推入修正区间（定义为较近期高点下跌 10％以上）。12 月底，纳斯
达克综合指数滑入熊市区间（较 52 周高点下跌超过 20％）。此次急剧下跌导致美国股市今年下半
年的表现明显落后于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市场。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美国商务部宣布第三季度 GDP 增长 3.5％。11 月，
美国劳动力市场显示出持续活力。失业率维持在 3.7％，为 196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全国新增就
业岗位 155,000 个。商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同样呈上升之势。当前，金融市场的消沉暗淡反应与促
使美联储加息的强势经济并不合拍。
加拿大——“重压之下”
加拿大央行行长斯蒂芬·波洛兹警告说，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形成一个滞胀环境。滞
胀的特点是低增长和通胀上升，这对所有资产类别来说都是极其糟糕的消息。他对特朗普总统威胁
对中国征收 25％的关税尤为关切。
在 12 月的政策会议上，加拿大央行将目标隔夜利率维持在 1.75％。它并未明确表示放弃将政
策利率提高至 2.5％-3.5％中性区间的目标。加拿大央行预计，一旦《美加墨贸易协定》（USMCA）
签署且加拿大政府的税收优惠措施生效，商业投资有望加强。
市场并未受到这种乐观情绪的感染，而是专注于贸易战以及油价急剧下跌给加拿大经济带来的
风险。阿尔伯塔省削减原油产量的决定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减产，均未能阻止油价
下滑。
随着通胀担忧的消退，整个收益率曲线（短期债券和长期债券）的利率水平有所下降。由此导
致债券价格反弹。由于预期 2019 年只会进行两次加息而非三次加息，加元同样遭到抛售。如果美
联储像其所暗示的那样，在 2019 年放缓加息，那么加元可能得到提振。加元在 2018 年收市时处
于全年最低水平。
在加拿大当局依据美国的引渡请求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加拿大被卷入中美贸易冲
突的漩涡。中国拘留三名加拿大人以示报复（其中一人已被释放）。渥太华和北京之间的外交紧张
局势十分严峻，有可能出现骤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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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股市未能在拖累全球股市的负面影响中独善其身；加拿大股市 12 月几乎全面下跌。尽
管跌幅不及美国股市，但加拿大股市同样也未经历美国股市出现的强劲反弹。最终，加拿大股市在
2018 年收市时录得两位数的全年跌幅。
展望未来，加拿大央行针对利率的决策和石油行业危机可能会累及加拿大股市。加拿大央行可
能因加息速度超过疲软经济的消化能力而铸下大错。尽管近期屡有利好消息传出，但市场持续抛售
令油价一蹶不振。油价持续低迷将导致加拿大公司盈利下调。这将导致标准普尔/多伦多综合股票
指数（S&P/TSX）估值水平偏高，高于目前预估 2019 年的市盈率 12。
欧洲与英国——“我要挣脱枷锁”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推迟了退欧协议的表决时间，以避免在议会遭遇令其颜面扫地的惨败。在
党魁地位挺过不信任投票后，预计她会回到布鲁塞尔寻求让步。由于英国准备在 3 月 29 日退出欧
盟，英国下议院预定于 1 月中旬就受到广泛批评的退欧协议进行表决。
由于经济前景低迷和政府债台高筑，意大利的危机仍在继续。近期数据显示意大利经济在
2018 年末陷入衰退，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萎缩 0.1％，是四年来的首次萎缩。意大利政府的最新
进展是同意削减其庞大的支出预算，不再加大明年的巨额赤字预测。
欧洲的绝望情绪蔓延至法国，由于一项拟议的燃油税上调计划，导致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的支持率骤跌。法国民众组成了一个名为“黄背心”的抗议团体，并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反政府示威
活动中发生骚乱。之后，马克龙总统通过出台减税措施做出让步，这一举动可能将法国推向违反欧
盟预算规则的边缘。
欧洲央行（ECB）在年底决定结束其量化宽松政策（旨在控制利率的债券购买计划）时表现出
日益谨慎的态度。它认为全球增长和欧洲经济前景面临持续风险。欧洲央行同时表示，将加息至少
推迟到 2019 年夏季。
由于“硬脱欧”（未经谈判达成协议退出欧盟）的可能性看起来更高、意大利财政困境久拖不
决、巴黎抗议活动蔓延等不利因素，英国和欧洲股市继续下滑。欧元和英镑双双下跌，但随着美元
持续强劲的势头开始减退而有所企稳。
中国——“演出仍将继续”
中美两国之间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几乎成为中国经济放缓的同义词。截至 2018 年收市时，上海
股市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票市场，跌幅近 25％，令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香港股市受到的影响
相对较小，但在 2018 年收市时仍然深陷于负面区间。尽管如此，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周里，中国股
市的损失远小于世界其他主要市场。中国的市盈倍数在 2018 年萎缩近 30％，使得估值较之其他市
场具有相对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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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布的 GDP 增长率约为 6.5％，可以看出与 2017 年相比增长放缓；然而，潜在趋势已经
开始显现增长疲软。例如，发电量（代表重工业活动）的下降标志着中国制造业中心的不景气。由
于美国公司抢在 1 月潜在关税加征 25％之前竞相储备货物，中国的出口得到暂时性的推动。然而，
目前的出口狂潮可能意味着未来订单需求的减少。
中国显然希望遏制关税紧张局势，并努力消除敌对状态。在 11 月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中国与
美国商定 90 天的宽限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后购买大量大豆，以示减少贸易失衡的诚意。12 月，
北京还宣布了若干旨在保护在中国经营的海外公司不受知识产权侵犯的举措，这将解决特朗普总统
提出的一个关键症结。
日本——“艰辛岁月”
2018 年年底，日本央行（BoJ）维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短期利率继续略呈负值。面对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油价下滑以及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日本央行警告称，它对推进货币刺激
措施持开放态度。随着 10 月份上调销售税，日本政府需要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不受影响。
2018 年，在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纪录、低财政赤字、高劳动力参与率的有利背景下，日本经
济温和增长。虽然经济增长势头强劲，通胀率仍低于央行设定的 2％目标。
尽管全球经济增长疲软，但商业信心依然强劲。商业信心调查显示，大多数日本企业认为中美
贸易战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它们仍然预计明年的资本支出会出现两位数的增长。日本股市
则不那么乐观，12 月遭遇 10％的调整。
我们的策略
我们坚持关注市场的基本属性。尽管市场出现修正，但我们认为增持股票的诸多理由仍然成立。
美国经济具有良好的获利前景、创造就业机会的势头强劲且通胀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我们预计
2019 年的经济增长放缓不会导致加拿大或美国的经济衰退。由于当前这些市场的定价体现出高度
的悲观情绪，具有吸引力的估值将开启新的机遇。
结语
就全球来看，2018 年几乎没有避风港湾。年初之际，全球市场为美国税制改革带来的减税措
施而欢呼雀跃。年末到来时，则深陷于世界范围的经济混乱、持续的退欧危机以及美中贸易战的泥
潭。尽管不确定性上升，我们预计许多问题最终将得到解决。焦虑和忧郁很可能会被平静所取代。
借用一句皇后乐队的歌词来描述市场，那就是“我们处于重压之下”。

本文内容依据证券发行商的报告、统计数据和行业资讯编写而成，我们认为这些信息可靠，但并不一定准确和完整。文中所表达的
观点仅代表我们当前的观点，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BMO Private Investment Counsel Inc.对因使用文中观点或内容造成的任
何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文中的任何信息、观点、估计和预测及其他资料不应被视为文中所提及任何产品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任何商品、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出售要约、购买要约或请求，这些信息、观点、估计和预测及其他资料也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
税务建议，为达成任何交易的推荐，或是对任何交易预期收益的担保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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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向专业投资顾问征求适当建议的情况下，您不应根据或依赖于本文中包含的信息做出投资决策。
BMO（M-bar 圆形符号）、BMO 私人银行注册商标和 BMO 财富管理商标为 BMO 满地可银行所有，经许可使用。BMO 财富管理
是一个品牌名，指代 BMO 满地可银行及其部分关联公司提供的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BMO 私人银行隶属于 BMO 财富管理，此品
牌旗下的银行服务通过 BMO 满地可银行提供；投资管理服务通过 BMO 满地可银行全资间接子公司 BMO Private Investment
Counsel Inc.提供；遗产、信托、规划和保管服务通过 BMO 满地可银行全资子公司 BMO 信托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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