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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羅德投資 
每月市場概觀 
2016 年 5 月市場概覽 
重點： 

– 5 月份，由於投資者持續猜測美國下一次加息的時間，股市及大部分債券市場錄得上升。油價上升，布倫特
油價於月內升至每桶 50 美元。  

– 美國股市錄得升幅，因受惠於宏觀經濟數據持續改善。其中包括通脹加速上升導致今年夏季加息的預期升溫，
從而推動美元回升。   

– 受惠於歐元疲弱，歐元區股市錄得升幅。英國脫歐憂慮消退為英國股市升幅帶來支持。  

– 日本股市上升，日圓疲弱。當局仍就下一次上調消費稅計劃進行爭論，但經濟數據大致利好。  

– 新興市場錄得跌幅。巴西及土耳其跌幅最大，而儘管部分宏觀經濟數據令人失望以及資本外流引起憂慮，中
國仍表現領先。  

– 5 月份，各主要主權債券中僅有美國國債孳息率上升。投資級別信貸普遍跑輸政府債券。 

美國 

隨著宏觀經濟數據持續改善，本月美國股市上升，標準普爾 500 指數錄得 1.8%的升幅。經濟數據改善（包括第

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 0.5%上調至 0.8%）緩解投資者對美國經濟增長能否持久的憂慮。  
 
由於數據優於預期，市場對於聯儲局將於今年夏季進一步加息的預期升溫，從而推動美元回升。聯儲局主席耶

倫在哈佛大學演講的問答環節中表示其預計將於未來幾個月實施加息。在此之前，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公布的 4
月份會議記錄顯示，大部分決策者認為若經濟數據持續增強，則適宜在 6 月份議息會議上宣布加息。聯儲局其

他高級官員在會議記錄中表示應該考慮 6 月份加息。 
 
由於投資者預計加息將有助提高銀行業的盈利能力，金融股表現良好。科技股亦錄得回升，收復 4 月份因季度

業績遜於市場預期而造成的跌幅。與此同時，資源股表現落後，回吐 4 月份的部分升幅。 

歐元區  

5 月份歐元區股市錄得升幅，因受惠於歐元疲弱、部分德國經濟數據令人振奮以及市場憧憬希臘將會達成新的債

務協議。歐元區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原先估計的 0.6%下調至 0.5%。綜合採購經理指數輕微下跌至

52.9。然而，德國 IFO 商情指數優於預期，3 月份德國工業訂單按月上升 1.9%。  
 
資訊科技股表現最佳，收復 4 月份的跌幅。必需消費品股亦表現良好，而能源及公用事業股表現落後。各國方

面，意大利股市表現落後，主要由於第一季度業績令人失望，銀行股再度跑輸大市。企業倂購活動成為主要特

點，德國醫療保健及農業化工集團 Bayer 作價 620 億美元收購美國種子公司 Monsanto。 
 
政局方面，歐元區各國財長同意建立框架以允許減免希臘的部分債務。由於英國的歐盟成員國地位公投結果仍

存在不確定性，投資者感到擔憂，但據月內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英國公投出現脫歐結果的機會降低。  

英國 

5 月份英國股市上升，主要由於投資者對 6 月 23 日歐盟公投出現英國脫歐結果的憂慮降低，以國內業務為主的

中型股引領升幅。受惠於中型股強勁回升，富時綜合股價指數錄得 0.7%的升幅，而富時 250 指數（不包括投資

公司）上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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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鎊匯率上升，主要由於選民擔憂英國脫歐將會不利於英國經濟，民意調查數據顯示選民的投票意向紛紛轉向

支持「留在歐盟」的陣營。英倫銀行行長 Mark Carney 警告英國投票脫離歐洲貿易聯盟將會引發英國經濟衰退，

而 Markit/CIPS 採購經理指數下跌，數據供應商 Markit 表示英國經濟幾乎停滯不前。 
 
自 2016 年初以來，許多行業因英國脫歐憂慮加劇而表現低迷，但 5 月份錄得強勁回升。其中包括金融、房屋建

造及零售商，這些行業在富時 250 指數中具有較強的代表性。以國內業務為主的大型股亦受惠於市場情緒改善，

但重磅的資源股表現低迷導致富時 100 指數舉步維艱，月內僅錄得 0.3%的升幅。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受美元升值及中國宏觀經濟數據惡化影響，工業金屬價格下跌，礦業股表現低迷。隨著聯

儲局將於今年夏季進一步加息的預期升溫，美元錄得回升。 

日本 

繼 4 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及 5 月份首個交易日的暴跌後，日本股市逐漸收復失地，月底錄得 2.9%的升幅。日圓亦

扭轉此前的短期升幅，5 月份兌各主要貨幣錄得下跌。 
 
行業表現參差。月內食品股整體表現最佳。銀行及保險股逐漸收復 5 月初的跌幅，此前由於日本央行決定維持

貨幣政策不變，導致銀行及保險股遭到拋售。其他金融股（如租賃及券商）持續跑輸大市，而橡膠產品（特別

是汽車輪胎）表現最為疲弱。 
 
5 月份上半月，截至 3 月底財年的業績公布期進入高峰期並主導市場表現。受第四季度的低迷環境影響，盈利意

外下跌的企業多於盈利意外增長的企業，但這些消息通常僅會影響個股而非整體市場情緒。鑒於過去幾個月日

圓升值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企業對明年的盈利增長作出極為保守的預測。  
 
月內，由於當局仍就上調消費稅計劃進行爭論，政策方面幾乎未出現實質進展。日本於 6 月 1 日宣布推遲實施

消費稅上調計劃。諷刺的是，5 月底公布的 4 月份經濟數據實際上顯示經濟形勢持續改善，工業生產及房屋動工

量優於預期。儘管整體失業率維持穩定，但形勢顯示就業環境進一步收緊，就業人數增加，求職職位比率意外

上升。 

亞洲（日本除外） 

5 月份，亞洲（日本除外）股市連續第二個月錄得跌幅，主要由於聯儲局加息預期以及美元升值導致商品價格升

勢減弱，市場錄得下跌。月內，中國股市下跌，雖然 3 月份國內及環球市場需求利好，但由於 4 月份貿易數據

低迷，投資者認為今後市場需求持續回升的希望渺茫。 4 月份出口及進口均錄得下跌並遜於市場預期。月內，

中國人民銀行將人民幣匯率每日中間價下調至 5 年低位，導致資本外流憂慮重燃，5 月底人民幣收跌 1.6%。 
 
香港方面，受中國經濟憂慮及聯儲局加息預期影響，股市錄得下跌。台灣方面，股市錄得升幅，因投資者猜測

蘋果 iPhone 7 手機的訂單將會高於預期，科技股引領升幅。5 月份韓國股市下跌，因中國企業即將被納入

MSCI 指數，外國投資者紛紛拋售韓國股票。  
 
東盟方面，印尼股市下跌，因投資者擔憂美國加息，股市及貨幣遭受沽壓。菲律賓市場錄得上升，因投資者預

期新當選的民粹主義總統 Rodrigo Duterte 正式就任後將會維持現政府的親投資者經濟政策，股市錄得回升。與

此同時，印度股市亦上升，主要由於投資者預期嚴重旱災結束後農村市場需求將會大幅回升。  

新興市場 

5 月份美元強勢的環境不利於新興市場股市，而今年初以來的升勢已經消退。MSCI 新興市場指數下跌，跑輸

MSCI 世界指數。 
 
亞洲新興市場表現參差。台灣及菲律賓表現良好，其中菲律賓的市場情緒受到民粹主義者 Rodrigo Duterte 當選

總統所支持，因其計劃放寬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印度及泰國股市表現領先，因市場認為兩者在美國加息環境下

具有較強的防守性。印度方面，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亦優於預期。中國股市表現領先，儘管貿易數據令

人失望以及擔憂資本外流，但月底前市場猜測 A 股市場將被納入 MSCI 新興市場指數，為中國股市帶來支持。

韓國股市表現落後，因本國貨幣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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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希臘以外，大部分歐洲、中東及非洲新興市場表現落後於整體指數。由於當局同意延長希臘救助方案及自

2018 年起減免債務，股市強勁回升，銀行股表現尤為利好。受政治不確定性及美國加息憂慮的共同影響，南非

蘭特及土耳其里拉受壓，導致南非及土耳其市場表現落後。  
 
拉丁美洲市場表現受挫，巴西跌幅最大。在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seuff)於 5 月份遭到彈劾前，多隻股票（包

括 Vale 及 Petrobras）表現強勁，但隨後回吐最近幾個月以來的升幅。墨西哥表現落後，多隻大型材料股拖累

市場表現，特別是 Cemex 及 Grupo Mexico。 

環球債券 

5 月份，債券投資者較為謹慎，並在美國宏觀經濟數據的利好消息與聯儲局下一次加息的多項訊號之間作出權衡。

相關言論顯示，美國的政策軌跡將會進一步偏離其他主要央行。歐洲央行採取進一步措施支持歐元區金融體系，

而中國修訂經濟趨勢預測。預期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將出現「L」型而非「U」型或「V」型經濟復甦。 
 
本月的主權債券走勢亦反映市場環境更趨黯淡。美國國債孳息率於 5 月初下跌，但全月錄得上升，而英國國債

及德國國債孳息率下跌。10 年期美國國債孳息率由 1.83%升至 1.85%。10 年期英國國債孳息率由 1.60%跌至

1.43%，而 10 年期德國國債孳息率由 0.27%跌至 0.14%。 
 
企業債券市場方面，投資級別信貸

1
總回報錄得增長，但整體表現落後於政府債券。美銀美林環球企業債券指數

5 月份上升 0.1%（以本地貨幣計）。對利率預期敏感度較低的高收益債券較為穩健，環球高收益債券指數上升

0.6%（以本地貨幣計）。 
 
隨著不確定性升溫，新興市場指數回吐過去三個月所錄得的強勁升幅。JP 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指數

美元（「硬貨幣」）計值債券下跌 0.1%。本地貨幣的 JP Morgan GBI-EM Global Diversified Composite 指數下

跌 5.4%。企業債券方面，硬貨幣 CEMBI Diversified Broad Composite 指數上升 0.2%。 
 
可換股債券受惠於整體股市的利好表現。Thomson Reuters Global Focus 可換股債券指數錄得 0.69%的升幅

（以美元計）。隱含波動性（作為兌換權行使價的一般指標）仍處於 28%的極低水平。 
 
概覽：總回報(%) — 截至 2016 年 5 月底 
 1 個月 12 個月 
股市  歐元 美元 英鎊 歐元 美元 英鎊 
MSCI 世界指數 3.56 0.65 1.30 -4.86 -3.39 1.18 
MSCI 世界價值指數 3.19 0.29 0.94 -5.95 -4.50 0.12 
MSCI 世界增長指數 3.94 1.02 1.67 -3.79 -2.31 2.42 
MSCI 世界小型公司指數 4.18 1.26 1.91 -3.82 -2.34 2.39 
MSCI 新興市場指數 -0.93 -3.71 -3.09 -18.58 -17.33 -13.32 
MSCI AC 亞太（日本除外）指數 1.53 -1.32 -0.69 -18.47 -17.22 -13.21 
標普 500 指數  4.74  1.80 2.45 0.18  1.72 6.64 
MSCI 歐洲貨幣聯盟指數 2.53 -0.35 0.29 -9.07 -7.67 -3.21 
富時歐洲(英國除外)指數 2.30 -0.57 0.07 -9.51 -8.12 -3.67 
富時綜合股價指數  2.93 0.04 0.69 -11.98 -10.63 -6.31 
東證股價指數*  2.17 -0.70 -0.06 -7.20 -5.77 -1.21 

 
 1 個月 12 個月 
政府債券 歐元 美元 英鎊 歐元 美元 英鎊 
JPM GBI US All Mats 2.92 0.03  0.67 1.70 3.26 8.26 
JPM GBI UK All Mats 4.08 1.16 1.81 -0.52 1.01 5.90 
JPM GBI Japan All Mats** -0.33 -3.13 -2.51 19.35 21.18 27.05 
JPM GBI Germany All Mats 1.00 -1.84 -1.20 3.19 4.77 9.84 

                                                 
1  投資級別債券是信貸評級機構釐定的最高質素債券。高收益債券的投機性更強，其信貸評級低於投資級別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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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債券  歐元 美元 英鎊 歐元 美元 英鎊 
美銀美林環球整體市場企業債券指數 2.07 -0.80 -0.16 1.55 3.11 8.10 
美銀美林美國企業債券指數 2.83 -0.05 0.59 1.81 3.37 8.38 
美銀美林歐洲貨幣聯盟企業（T1 除外）債
券（5-10年期）指數 0.39 -2.43 -1.80 2.63 4.21 9.25 

美銀美林英鎊非英國國債指數 3.41 0.51  1.16 -2.89 -1.40 3.37 
非投資級別債券 歐元 美元 英鎊 歐元 美元 英鎊 
美銀美林環球高收益債券 2.95 0.06 0.71 -1.19 0.33 5.18 
美銀美林歐洲高收益債券 0.11 -2.70 -2.07 0.92 2.47 7.43 

資料來源：DataStream。2016 年 5 月按本地貨幣計的回報*2.93% **0.41%。過往表現並非日後業績的指引，而且未必可複

製。投資價值及收益可跌亦可升，投資者未必能夠取回最初投資的金額。匯率變動或會導致海外投資價值上升或下跌。 
 
 
Source: Schroders 
The information is based on management forecasts and reflects prevailing conditions and our views as of this date, all of which are 
accordingly subject to change. In preparing this document, we have relied upon and assumed, without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the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all information available from public sources or which was provided to us by or on behalf of the potential 
investor or which was otherwise reviewed by us. No responsibility can be accepted for errors of fact or opinion. 
 
The investments mentioned in this website may not be suitable to all investor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website is provided for 
reference only and does not constitute any investment advice. Investors are advised to seek independent advice before making any 
investment decision.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indicative of future performance. Investment involves risk and investors may not get back 
the amount originally invested. Please read the relevant offering document carefully, in particular fund features and the risks involved in 
investing in the fund.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is regulated by the SFC. Non-Hong Kong resi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observing 
all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ir relevant jurisdictions before proceeding to acces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The document has not been reviewed by the SFC and may contain information of non-SFC authorized funds. Issued by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