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况走势

花旗9月月度市场前瞻

全球贸易局势反复，令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
继续升温。美国2年期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这一
历史上预示着未来衰退的领先指标，给投资者的担忧情
绪火上浇油，促使8月全球风险资产继续举步维艰。

MSCI世界股票指数近一个月累积下跌约0.7%，美国标
普500指数近一个月下跌约0.2%，不过中国沪深300指
数近一个月累积上涨约1.9%。资金大幅涌入黄金以及国
债等避险资产，现货黄金近一个月大涨约5.8%，年迄今
累积涨幅高达18.9%，而全球政府债券指数过去一个月
也出现约2.0%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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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局势或继续驱动经济和金融市场变化。与此同时地
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压力有所增大。全
球主要央行政策纷纷转向鸽派，或可为经济下行带来一
定缓冲效果，不过，投资者需紧密关注经济基本面与金融
市场的互动关系以观察政策的有效性。

低利率环境下全球各主要地区的股票股息收益率都已经
高于债券收益率，这使得股票资产投资性价比上升。在6
月特朗普政府拓宽贸易政策所针对的国家范围之后，花旗
全球投资委员会将股票资产调整成为低配。但花旗熊市清
单显示熊市拐点尚未到来，从收益率曲线倒挂到经济开始
衰退期间，股市多数录得正回报，因此市场进一步下调或
将创造布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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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升温以及对经济下行风险的担忧导致资产

波动性大幅提高，债券或可帮助投资组合降低波动

风险。在全球主流央行转向宽松的背景下，美国投资

级别债券以及高质量新兴市场债券或仍可提供较高

的投资价值。

债券

经济增长担忧令原油价格承压，避险情绪支撑黄金价格。

大宗商品

多数欧洲国家主权债收益率已进入负数区间，
而欧洲央行9月降息并开启新一轮量宽或进一
步压低欧债收益率。花旗更偏好收益率仍相对
较高的美国国债，对除美国外发达国家主权债
整体维持低配。

全球经济承压影响原油需求，原油价格近期
呈现承压态势。不过，受OPEC+延长减产至
2020年3月以及伊朗和委内瑞拉包括利比亚
等产油国的供应扰动影响，原油供应可能继
续紧俏。花旗调降2019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原
油价格预测分别至每桶68美元和72美元。

原油

受到低利率环境，全球央行黄金购买量创下新
高以及股市波动性高企致市场避险情绪浓厚驱
动，长期来看，黄金价格或继续上行。花旗因此上
调6-12个月国际金价水平至每盎司1600美元。 黄金

花旗依然偏好美国投资级别债券，债券曲线并
未倒挂，久期5-7年的投资级别债更有投资价
值。而欧元区政治不确定性较强，或给相关投资
级债券构成一定下行风险。

发达国家

投资级别债

BB和B级高收益债年初至今上涨11%，目前接
近5%的收益率依然较为吸引。在低违约率的
背景下，高收益债利差可能维持偏窄。花旗更
偏好高质量的高收益债券。

高收
益债

全球债券中新兴市场美元债依旧颇具吸引力，
收益率高达4.9%，大幅高于发达市场的
1.2%。其中，花旗更看好拉丁美洲及亚洲的新
兴市场债券。

新兴

市场债

发达国家

主权债

全球股票基金对于新兴市场
资产配置比例依然较低，同
时新兴市场股票估值较低，
随着中美推进贸易会谈，若宏
观经济数据改善，收益率曲线
趋陡，美元走弱，投资者或重
返新兴市场。

新兴市场

从2012年开始，美股公司的
每股收益(EPS)平均年化增
速 达 到 6 % ，而 每 股 派 息
(DPS)年化增速更是高达
10%。美联储9月或继续进行
预防式降息25个基点，美国
企业公司基本面依然强劲，
或助推美国股市长期累积表
现优于其他市场。

美国

中国

中国或将推出更多宽松的货
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
稳定经济增长。此外，全球
主要指数正在逐步提高A股
纳入因子比重，未来将陆续
带来更多国际资本流入中国
A股市场，对中国股市构成
利好。

日本

日元走强、全球贸易紧张关
系以及日本在四季度提高消
费税税率或均将对日本股市
产生负面影响。不过日本股
市估值吸引，资产负债表稳
健，或提高未来较高股息和
股票回购的可能性。

欧洲

欧元区经济增长疲弱，通胀
低迷，叠加贸易摩擦和意大利
政治不稳定因素，欧洲经济下
行风险升高。但考虑到欧洲央
行或在9月会议实施一系列的
宽松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市
场对于经济周期结束的担忧
可能过度，欧洲股市未来一年
或存在个位数的上涨空间。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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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经济增长及通胀疲弱、贸易摩擦升级导
致人民币下行、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得以解决，这
些因素均支持了短期美元继续维持强势。不过
就2年以上时期而言，双赤字及美国政府态度都
可能令美元走向弱势。

贸易摩擦仍是商品货币走势主要下行风险。花旗
预计澳洲央行在2020年2月之前仍有两次25个
基点的降息机会，最终达到0.5%的利率水平；新
西兰央行也有降息可能；而强劲的经济数据可
能支持加拿大央行继续维持中立的政策取态。

美元

英镑

商品货币

欧元区经济疲弱，通胀低迷，拖累欧元走势，亦
可能促使欧洲央行在9月推出宽松政策，或导致
欧元汇率重返2014-15年低位。不过，美国财政
刺激效果消退可能拖累增长，且中国刺激政策
逐渐起效亦有助于稳定欧元区经济，或对欧元
形成一定支撑。

日本央行鸽派程度相对不足，且来年奥运会等
体育赛事可能支撑日本经济，外加避险资金可
能涌入，日元短期或存在上升空间。

欧元

日元

新兴市场
货币

若中美之间不能达成贸易协议，且美国将对中国
剩余输美商品的关税上调至25%的话，人民币可
能进一步承压。

英国
脱欧

9月3日英国议会投票通过议案，以阻止首相约
翰逊在10月31日带领英国无协议退欧，这或将
迫使政府要求再度推迟退欧期限三个月。花旗
目前基本假设认为脱欧最后时限可能再度延
长，且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提升。

央行
政策

本月多个主流央行将召开议息会议，其中，欧洲
央行（9月12日）或将降息10个基点并宣布新一轮
3600亿欧元的量宽计划，美联储（9月17~18日）
或降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9月19~20日）和英
国央行（9月19日）或维持利率不变。

贸易
局势

9月中美谈判继续，同时美国与日本及欧洲的贸易
谈判也在进行。若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中国可能
探索一些非关税措施，例如抛售美债、发布“不
可靠实体清单”等。在WTO对于欧洲补贴空客做
出裁决后，美国也有可能升级针对欧洲的关税。

全球主要资产走势图

全球重要资产价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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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英国议会投票降低了无协议脱欧风险，英镑
兑美元受支撑反弹。市场认为无协议脱欧风险
有所下降，而提前大选的可能性持续上升。除此
以外，英国央行行长卡尼认为目前英国脱欧过程
中最坏的情况已没有2018年那么严重，这也对
英镑走势提供了一定支撑。花旗对于英镑6-12个
月汇率持建设性看法。

来源：花旗研究，2019年8月

焦点短评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中美间先后宣布继续加征关税，人民币汇率破7，市场继
续受贸易关系的新走向左右，全球贸易摩擦的确加大了衰
退风险。

花旗认为有60%的可能性中美间要到2020年大选之后
才达成全面协议，但若出现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金融
市场大幅震荡等不利于特朗普选情的状况，中美贸易关系
可能存在短期缓和可能性，不过整体贸易关系趋于紧张或
成为新常态。

贸易摩擦还可能蔓延至欧洲与日本。美国与欧盟在汽车关
税、飞机补贴和农业谈判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或将加剧，而
美日在汽车关税问题上的分歧也可能使美日争端白热化。

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

8月中美国2年期与10年期国债利率出现了自2007年以来
首次倒挂，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历史低位。收益
率曲线倒挂致使避险情绪高涨，道指创下去年10月以来
的最大单日跌幅点数，急挫800点。

花旗认为美国经济短期可能尚不会陷入衰退：一方面，经
济数据仍然显示健康，美国零售销售强劲增长，通胀数
据超预期，ISM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高于50水平，初请失
业金人数仍接近50年来最低水平；另一方面，根据历史
数据，美债收益率倒挂之后12-15个月才会出现经济衰退，
有时甚至可能推迟长达2年，而此期间股市多数出现上
涨，标普500最高涨幅达26%。

美国

消费仍为支撑增长主要动力

中国方面，经济下行风险仍然广泛存在，7月工业生产同
比增长仅为4.8%，零售增长亦不及预期，政策制定者
或将出台更多刺激政策。从货币政策角度而言，今年最
多或还有两次，每次50个基点的降准，降息可能性依然
存在。另外，今年可能还会再有2次5-20个基点的常备
借贷便利利率的下调以降低借贷成本。财政政策关注
点可能在加大基建投资、促进老旧小区改造和加速农村
消费上。

亚洲

中国有望推出更多刺激政策

德国8月商业景气指数下挫至201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
平，该国二季度经济也出现环比萎缩。花旗认为德国经
济或正接近衰退的边缘，这将对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产
生重大影响，并且加大了德国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的可能
性。另一方面，库存下降可能表明制造业正接近行业低
迷时期的底部，未来下行压力或将有所缓解。

欧洲

德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美国部分经济数据出现了走弱迹象，8月Markit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跌入收缩区间，服务业指数亦大幅不及预
期。不过，消费领域的数据依然亮眼，美国二季度消费者
支出创下2014年第四季以来的最快增速。预计下半年强
劲的劳动力市场将在今年剩余时间里支撑消费，而消费
强劲增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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