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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息對亞洲證券市場的啟示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上升會令美國的現金和短
期國債比風險資產更加吸引。美國短期利息上
升，不管是如何的現金流模式又或是貨幣面
值，其影響遍及所有資產類別。我們預期部份
市場會重新分配資產，從風險資產轉移到無風
險資產。但是，為甚麼市場看來會憂慮資金會
從風險資產大規模流走？而為甚麼這看法並不
成立？本月我們會探討初步的美國息率變化會
如何影響美國和亞洲的股值。
美國加息如何影響收益率曲線的思考框架
假設其他因素沒有變動，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上升使債券
和股票看來會沒那麼吸引，但其實其他因素很少會沒有
變動的。
一旦加息，沿整條收益率曲線的利率將同時上升。加息
的恐懼就是源自這個假設。只有這樣的平行上移能提高
所有風險資產的現金流折現率(例如股票和公司債券)。
因此，如果現金流保持不變的話，這些資產的現值就會
下降。

趨扁平。在每個週期，短期息率較長期息率上升得快。
有趣的是，在過去四次加息週期中的兩次，收益率曲線
較長的部份(10年至30年)的收益率為下降。
收益率曲線平行移動跟在任何一年收到股票市場長期年
均回報一樣罕見。最有可能的是，未來的聯邦基金利率
上調並不會在整條收益率曲線的任何一點上，轉化為更
高的利率。
如圖一所示，只有在1994年的加息週期，我們可看到
整條收益率曲線向上移動，可是期限較長的收益率升幅
都是低於期限較短的。
圖一 加息開始後一年的美國國債收益變動
（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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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加息後一年，各債券在各時期的收益率變化（百分比）。
資料來源: 彭博

重要的是，根據聯邦基金利率的設定，聯儲局只會控制 這個加息週期的小例子至少證明了，即使加息後，長期
短期利率。相比起通脹，這個政策息率或會更受聯邦公 利率都有可能會下降。聯儲局一旦踏出第一步對抗通
開市場委員會對經濟增長的評估影響。
脹，在收益率曲線上，預期通脹就會下降。當預期通脹
此外，這個短期利率是較長期利率的一個弱槓桿。有更 下降的綜合影響較預期短期利率上升的影響大時，這情
長期限的利息會受到預期未來實際利率、預期通脹和期 況就會使期限更長的名義收益率下降。
限風險溢價的綜合影響，而期限風險溢價會跟隨這些因
素的波動。市場預期未來會有高通脹，或是有可能出現 過去，在加息週期後發生了甚麼事？
突如其來的通脹，將會被轉化為較高的長期利率。聯儲
局的信譽與這些市場預期緊緊相扣，而失去信譽相信是 聯邦基金加息後，風險資產會出現拋售嗎？為便於討
論，讓我們先看看在上一個聯邦基金加息周期時的亞洲
長期利率的最大風險。
主權債券收益（美元／美元期限）。在至今17次加息
在過去20年的加息週期裡，相信聯儲局的信譽在一開始
中，2004年6月，聯儲局首次加息，利率增加25個基點
加息時就得以加強。其中一個跡象是美國收益率曲線愈
（0.25%）。當2007年8月週期轉為減息週期時，亞洲
債券已有27.8%的回報（每年8.1%）。1
圖二顯示了亞洲債券在上一個加息週期的穩健步伐。
1 短期亞洲主權債券是這裡的焦點。由於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是隔夜拆息，我們希望減少在美國和亞
洲經濟之間，預期通脹差異的影響，因為它通常會支配較長期限的回報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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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短期利率上升並不必定會令亞洲收益率曲線上任何一
點的利率更高。」

圖二 亞洲債券對加息週期的沉默反應
(12/31/02‒12/31/14)

圖三 亞洲貨幣對聯邦基金大幅增加的反應

資料來源: 彭博

跟標準普爾500指數一樣，亞洲股市（除了日本股
市，MSCI AC Asia指數的年均回報為33.2％）大幅上升
（年均10.4％）。即使中期美國國債在這段期間也有年
均3.7％的回報。2

貨幣表現如何？
標準的說法是因為美元存款利率較高，美國加息吸引投
資者到美國。或是，加息或引證了經濟持續增長，令美
國股市上漲。於是，流動和開放的美國資本市場吸收國
際投資，增加對美元的需求，因而損害了亞洲貨幣。
讓我們來看看圖三的歷史記錄。1994年6月的情況顯示
了亞洲貨幣相對地穩步上揚，開始加息後，總量加強。
由1994年開始加息直至緊縮週期，亞洲貨幣平均增值
了3.7%。亞洲貨幣在2004-2006年加息週期也沒受到打
擊，當時平均增值了12.4%。
貨幣變動令亞洲債券有更高的回報，而不是受到打壓（
相對於收益較低的美國國債）。在2004年至2006年的週
期間，美國加息425基點(4.25%)，亞洲本地債券的總回
報表現也較為出色(票息+價格回報+貨幣升值)。

2 資料來源: 巴克萊中期美國國債指數，6/30/04-8/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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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債券的雙倍期限
亞洲當地貨幣債券的變化對全球和本地的利率都很敏
感。由更傾向全球融合的國家發行的主權債券也應對全
球利率變動更為敏感。這是一個理論，但實際上，主權
債券對全球利率的敏感度（美國利率是是次討論中的全
球利率代表）是隨著時間而變化的。很多情況下，本地
的利率變化跟美國、歐洲或日本發生的事情是完全無關
的。
從歷史上看，亞洲本地貨幣債券對當地的經濟和貨幣
政策細節更敏感。在2005年6月，即是美國開始加息週
期之後一年，整條南韓的收益率曲線下跌了40–55基點
(0.40–0.55%)。在那段期間，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上升了
225基點 (2.25%) 。
南韓的資本市場已是相對完善，因此當南韓的10年期國
債價格上升了3%時，一些專家感到驚訝，因為他們假設
已發展國家的亞洲債券會跟隨美國聯邦基金的步伐。當
他們看到該債券(價格 + 票息 + 貨幣回報)總回報率達到
21%時，會更加驚訝。
美國短期利率上升並不必定會令亞洲收益率曲線上任何
一點的利率更高。即使美國國債曲線亦不是與美國短
期利率步伐一致──在2004年至2006年週期的首12個
月，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下跌了70基點(0.70%)。

「美國聯儲局的緊縮政策和亞洲各國央行的寬鬆傾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非美元的主權債券有全球期限和本地貨幣期限。亞洲債
券對全球利率變化的敏感度各有不同。當亞洲的業務和
信貸週期與全球的週期同步時，其敏感度更高。例如當
全球同步復甦時，各國包括亞洲的實際利率和通脹壓力
也會提高。一般來說，亞洲本土貨幣債券對當地貨幣期
限是更敏感的，即是說，債券的價格敏感度是因應本地
利率的變化。
長遠而言，這是其中一個原因，亞洲本地貨幣債券並未
受到對沖，可以提供多樣化好處。

亞洲股市期限
美國利率上升對亞洲股市的影響是頗為細微的，但以不
同的方式出現。理論上來說，股票的市場價值應該代表
了能回報股東的自由現金流現值。如果現金流穩定，更
高的折扣率應該可以壓低現金流量的現值。作為長期資
產，股市應該對利率的變化具有較高的敏感度，但即使
在美國，他們只有很短的實證存續期間。
當我們研究亞洲股市對利率變化的敏感度時，我們究竟
是在談論誰的利率? 事實上，亞洲股市價格對美國利率
瞬間改變的敏感度是零。如果以一日的利率變化來決定
股票買賣，那實在是個不明智的投資者。
股票對利率變化的敏感度可以由較長線的視野、利率環
境和更大的宏觀經濟週期上反映出來。我們假設收益率
曲線的確跟全球所有曲線並行，現在已很清楚顯示美國
短期利率上升並不代表美國或亞洲市場的收益會上升。
但在此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下，亞洲股市應怎樣定價?
任何公司給予的未來現金流可分拆為: (1) 經營性資產現
值（假設沒有增長）； (2) 增長機會現值。前者應有一
個較長的期限，因為在經濟學角度來說，它是一個有固
定現金流的風險債券。後者應對高息(或高通脹)具有免
疫能力，因為快要開展的項目在本質上有更大的定價
權。
擁有高槓桿、只有很少定價能力以及派息高的企業最
容易受到加息影響。受監管的電力公司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較少受影響的行業包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s)
和電訊，雖然這些公司一般都會派高息，但也可隨通脹
加價。最不會受到影響的是無槓桿的高增長公司。
普遍股票的價值較多跟增長機會的現值有關，而不是現
有的經營性資產價值。由於增長機會（此為定價權）主
導了價值，預期有較低的實證存續期間的股票會被標準

股息折現模型分析中得出的估值折扣率影響，也是有其
道理的。
假設亞洲公司比發達市場的同行能受益於更高的經濟增
長率，他們內在價值較高的部分就在於增長的機會。因
此，亞洲股市利率上升的敏感度應該較低。當然，槓
桿、外幣負債和利率上升帶來較高的投資收益(例如銀
行和保險)產生信貸危機，一個更全面的對策能夠探討其
影響。

這次我們可以期待甚麼?
由於即將到來的美國利率週期可能會帶來不同的情況，
回顧歷史對解決加息週期會令全球，特別是亞洲的風險
資產帶來負收益的憂慮，是非常有用的。
我們可以更加肯定的一點是，亞洲的固定收入與本地的
政策利率有更強大的連繫，而不是全球利率。反過來
說，亞洲的政策利率是根據不同的經濟週期、通脹環境
和經濟增長的參數來決定的。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
現時的關鍵區別是美國和亞洲經濟都有不同的增長和貨
幣政策軌跡。
美國正繼續復甦，而亞洲大部份國家仍然在涉水而行。
美國聯儲局的緊縮政策和亞洲各國央行的寬鬆傾向形成
了鮮明的對比。大多數亞洲國家的核心通脹率正在下
降，給決策者有更多減息餘地，而許多亞洲貨幣機構今
年都利用了這個優勢。
總括而言，雖然我們不能肯定美國加息對金融市場有何
影響，歷史數據看來劃破了當聯儲局最終加息，市場會
有一些相對反應的神話。股票價格不一定會下跌。債券
價格也不一定會下跌，而美元也不一定會貶值。

Gerald Hwang, CFA
基金經理
銘基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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