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评论
令人期待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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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隐喻中思考，通过故事来学习。”
——玛丽·凯瑟琳·贝特森

一年前，我曾写到好莱坞在圣诞节期间以大片上映庆
祝假日季到来的传统。然而，拜新冠疫情大流行所赐，
今年的好莱坞大片欠奉。我们中的许多人在 2020 年的
大部分时间里深居简出，宅在家中观看迪士尼和 Netflix
等流媒体服务播出的热播剧，而不是大屏幕影片。
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中，我们目睹的扣人心弦的事件
远胜于好莱坞推出的任何星光熠熠的大制作。生活步
上科幻电影的后尘，例如 2011 年上映的《传染病》。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认为美国总统大选将是 2020
年最富戏剧性的故事情节。然而，纷乱的世事令人应

接不暇。去年 5 月，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使得种族不
公议题成为瞩目焦点。全球各地的游行示威旨在唤起
个体责任感，以促进社区和工作场所中的种族平等、
多样性和包容性。
11 月的总统大选令人记忆犹新，上演着异乎寻常的一
幕，导致剧情迂回转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仍
然拒绝承认输给当选总统乔·拜登。自 11 月中旬以
来，特朗普的多项诉讼和未经证实的欺诈指控使大选
报道一直占据头版。即便如此，它只是使得人们的注
意力暂时从新冠疫情的话题上转移开，新冠疫情才是
这一年中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最刻骨铭心的故事。

第1页

2021 年 1 月

全球市场评论

去年 3 月，随着新冠疫情导致各个经济体实施封锁措
施，股票市场经历了史上最剧烈的暴跌之一。数十年
来最急剧且最猛烈的一次全球衰退接踵而至。之后股
市和全球经济迎来快速复苏。
2020 年的投资主线始于“由盛转衰”，最终却“由衰
转盛”。这一年中，有钱可赚的领域不在少数。受益
于全球封锁措施和居家办公指令的公司位居榜首：
Netflix，Amazon，Zoom，Peloton 和 Shopify 是其中的
代表。总体而言，技术板块引领全球股市走高。公司
债券和高收益债券从 3 月份抛售引发的深度冰点状态
恢复过来。世界各地的央行纷纷出手相救——它们设
定极低的利率水平并推出量化宽松计划，允许央行购
买这些资产。经济呈现 K 形复苏：一些行业迅速反
弹，而另一些行业仍然疲软。能源、旅行、休闲和房
地产则成为投资者在 2020 年理应避开的领域。

加拿大——长篇故事

加拿大央行预计，随着第二波新冠疫情来袭以及封锁
措施再次启动，加拿大经济将陷入疲软状态。目前的
失业率为 8.5%，远高于疫情之前 5.5%的水平。通货膨
胀率仍处于低位，远低于央行设定的 2%的通胀目标。
鉴于地区封锁措施的制约因素和疫苗接种时间表的不
确定性，2021 年的失业率、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等经
济数据将难以预测。尽管如此，随着 2021 年的推进以
及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接种疫苗，我们预计经济增长
和就业数字改善指日可待。
加元的表现令人惊喜——加元从 3 月的低点回升，并
在 12 月达到年内新高。加元走强得益于投资者风险偏
好上升。当诸如美元等避险资产失去吸引力时，美元
指数随之回落。我们预计加元将随着全球增长的回升
和大宗商品需求的增加而继续走高。

美国——现实比虚构更魔幻

对于加拿大股市而言，这是一个迈向复苏的故事。得
益于技术和材料板块的强劲表现，加拿大股市全年的

当新冠疫情传播开始引起担忧和恐慌时，美国股市急转
直下；在那之后，它一再无视经济封锁、围绕美国大选
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第二波乃至第三波新冠疫情的负面

回报率为 2.2%（以标准普尔/多伦多综合股票指数衡

影响。2020 年，标准普尔 500 指数攀升 16.3%，与

量）。Shopify 的出色表现令科技股得以提振。Shopify
是一家帮助商家开展在线销售的软件提供商。黄金和
林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走强推动材料板块上扬。由于

2019 年的涨幅不相上下。即便如此，相比于以技术股

油价自 2020 年初的水平下跌 22%，能源成为标准普
尔/多伦多综合股票指数中表现最差的板块。沙特阿拉
伯与俄罗斯之间的价格战对油价造成猛烈打击。在全
球经济增长受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和工厂关闭的影响而
放缓的情况下，即使在纷争结束之后，油价仍然低迷
不振。由于旅行者减少，航空燃油的消耗量直线下降。
这一年，加拿大国债成为投资领域的关键角色。加拿
大央行迅速采取行动，提供流动性以及应对新冠疫情
的救助措施。加拿大央行将隔夜利率目标下调至
0.25%，并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水平和前瞻性
指导。该措施旨在维持低利率，以便借贷成本保持在
较低水平。在最近的政策会议上，加拿大央行继续坚
持这一路线，承诺将继续按照目前每周 40 亿加元的节
奏购买政府债券。

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全年飙升 43.6%，这一涨幅仍
显得黯然失色。
在展现出强大的弹性之后，美国消费者在 2020 年末开
始将钱包捂在口袋里。激增的确诊病例正在拖累经济
复苏的进程。联邦救助计划即将到期对家庭收入产生
负面影响。美国人对国会通过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救助
计划翘首以盼，但该计划受到特朗普总统的批评。特
朗普希望向美国国民发放 2000 美元支票，而非拟议中
的 600 美元救济金——尽管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对此
持反对意见。
3 月，美联储采取果断行动：将利率下调至接近零，并
启动一项资产购买计划。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政策
可能会保持不变。
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月行将结束，2020 年总统
大选的结果也已尘埃落定。由于没有找到选举欺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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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法律诉讼似乎山穷水尽，而总统本人也已承认
败选，当选总统乔·拜登将于 1 月 20 日正式宣誓就
职。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仍坚称选举被人为操纵的
不当说辞。选举人团已于 12 月 14 日正式宣布拜登赢
得选举。1 月份举行的大选结果认证程序以往一贯波澜
不惊，尽管此次认证因示威者冲击国会大厦引发的骚
乱而暂停，但选举结果认证现已完成。

视新冠疫情引发的担忧，并创下历史新高。随后，疫
情的蔓延改变了一切，旅行禁令、边境关闭和取消职
业体育赛事等措施的纷纷出台。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通过严厉的封锁措施逐步遏制病
毒的传播。中国既是第一个遭受新冠疫情沉重打击的
主要经济体，也是第一个控制住疫情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股市是最早复苏的股票市场之一，但随着其他市

与此同时，佐治亚州两个关键的参议院席位皆由民主
党候选人获得。随着民主党赢下这两个席位，且卡马
拉·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作为副总统将有权投决
定性的一票，意味着民主党已重新掌控国会两院。若
参议院由民主党掌控，将更有利于拜登总统推行重大
的政策转变。其中一些改变包括税收政策和更大规模
的财政刺激方案。

场重新站稳脚跟，它未能在 2020 年的最后几个月与全

欧洲和英国——脱欧大戏落幕

（2021-2025 年）的实施。优先要务将包括扩大内需、
加强社会保障、改革税收以促进收入和财富平等以及
对技术领域加大投入等。

自从英国表决离开欧盟、历经长达近五年的波折之后，
英国和欧盟最终达成一项脱欧协议，从而避免了可能
出现的混乱局面。这项新协议涵盖了从贸易乃至双方
渔业捕捞数量的方方面面。双方将继续维持零关税贸
易，但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雇员自由流动将告终止。
随着英国出现一种具有高传染性的新冠病毒变异毒
株，围绕着首批新冠疫苗批准和分发的兴奋之情迅速
烟消云散。多国立即对英国旅行者关闭边境，英国大
部分地区也采取封锁措施以阻止病毒蔓延。
尽管欧洲股市从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的暴跌中逐渐复
苏，但 2020 年仍然收跌 5%（以欧洲斯托克 50 指数衡
量）。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观光地区的疫情严重，欧
洲经济的复苏仍需更长时间。脱欧谈判引发的持续担
忧导致英国股市落后于欧洲市场：2020 全年跌幅超过

球市场保持同步增长态势。上证综指 2020 全年实现
13.9%的正收益率。
随着社会和经济活动趋于正常且出口增加，中国的 GDP
迅速反弹。中国是过去 12 个月中唯一出现正增长的主
要经济体。预计中国经济明年将全面复苏，GDP 增长
率达到 8%。政府将把注意力转向第十四个五年计划

日本——复苏神话
整个 2020 年，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饱受新冠疫情的困
扰；然而，受到销售税上调的影响，日本经济可谓雪
上加霜。幸运的是，中国市场的复苏带动了日本经济
的复苏。日本的 GDP 在第三季度转为正增长，环比增
长 5%，10 月继续增长 1.8%。2020 年，日本股市表现
良好，日经指数上涨 16%。
在新任首相菅义伟的领导下，日本政府继续致力于提
振该国经济。日本政府为下一个财政年度制定了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的预算案，总额为 107 万亿日元（约合
1.03 万亿美元）。

14%。

我们的策略

中国——年度大片

我们对未来的乐观情绪掺杂着谨慎和顾虑，因为现实
往往事与愿违。我们的积极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
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平稳推广，尽管疫苗分发面临重
大挑战，可能造成大规模疫苗接种的时间表难以确定。

2020 年伊始，中国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首批确诊病例。
全球市场对此置若罔闻，直至 1 月底确诊病例开始攀
升，旅行者将新冠病毒传播至世界各地。2 月，股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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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新一届美国政府不会实质性地改变当前政策持乐
观态度。事实上，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会增加稳定性并
缓解贸易紧张局势。然而，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意想不
到的政治纷扰。
我们将继续关注主要的市场驱动因素，而不是只看到眼
下发生的事情。总体而言，相对于政府债券，我们继续
看好全球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等风险资产。

结语
这一年提醒我们，坚持以下投资黄金法则至关重要。
首先，不要与美联储背道而驰。3 月，当美联储与其他
中央银行加紧为资产提供流动性和支持并降低贷款利
率时，它为风险资产设置了市场底线。

和 3 月的急剧抛售无疑十分理想，但即便没有躲过，
弥补这些损失也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最大的市场反
弹出现在 3 月 23 日市场触底的第二天。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上涨 9%，标准普尔/多伦多综合股票指数上涨
12%。
第三，根据风险承受能力、时间范围和投资目标进行
投资。这将确保遵循投资理念，而非意气用事。
总体而言，2020 年对于许多人（不仅仅是投资者）而
言是漫长而艰难的。如果股票市场确实是未来的先行指
标，那么它预示着我们大家将迎来更加美好的一年。

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想讨论您的投资，
请联系您的 BMO 金融专家。

其次，“在市时间”比“预测市场时机”更加重要。
错失今年的最佳时期将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避开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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