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股市风雨飘摇 避险资产再受追捧

本报记者 杨博

统计显示，新年以来全球股市市值已蒸发近3.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主要股指全线重挫。 市场风险情绪低迷，资金涌入美债、日元、黄金等传统“避风港” 。 这场“股市风暴”还将持续多久，会否演化成更严重的危机尚不得而知。 多数机构认为，投资者应对今年投资回报率下滑做好准备。 在缺少明确提振因素的情况下，市场情绪短期难恢复。

美欧股市持续下挫

全球主要股指新年以来大幅下挫。 截至14日，涵盖发达和新兴市场的MSCI全球指数年内已下跌7.2%，主要衡量发达市场的MSCI国际资本指数下跌7.1%，MSCI新兴市场指数下跌8.1%，至2009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 据标普道琼斯资深指数分析师斯韦尔布拉特估算，2016年以来全球股市市值已经蒸发3.17万亿美元。

彭博数据显示，截至13日收盘，标普500指数今年以来跌幅达7.5%，创美股有史以来最差开年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7.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9.6%。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前两个交易日温和反弹后，美股13日再度大幅下跌，给投资者市场企稳回升的信心泼上冷水。 除公用事业外，标普500其他行业板块13日全线走低，其中科技板块下跌2.8%。 特别是去年风光无限的大盘科技蓝筹股也未能表现出抗跌属性，代表性的“FANG”组合显著回调，其中脸谱（FB）13日下跌4%，新年以来累计下跌8.8%；亚马逊（AMZN）下跌5.8%，今年以来下跌14%；奈飞（NFLX）大跌8.6%，年内跌幅达到6.8%；谷歌（GOOG）下跌3.5%，年初以来下跌7.7%。 此外，具有市场风险情绪指标意义的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13日大跌5.4%，今年以来累计下跌17%。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首席投资策略师孔睿思表示，尽管美股通常在美联储加息周期内保持上涨，但当前的加息是在经济增速较低的背景下，因此股市涨幅有限，预计2016年美股投资回报“非常非常低” ，“幸运的话能到5%左右” 。 孔睿思还表示，中国股市的抛售对美国投资者来说不具有根本影响，但会影响投资情绪，从而带来波动。

过去七年里一直建议“逢低买入”美股的摩根大通也在本周转向看空。 该行分析师指出，除技术指标恶化外，上市公司盈利疲软、美国制造业活动下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都是警示信号，投资者一旦看到股价反弹就应减仓。

在欧洲市场上，欧洲斯托克50指数新年以来累计下跌7.5%，德国DAX指数下跌8.6%，法国CAC� 40指数下跌6.8%；亚太市场上，截至14日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6%，日经225指数下跌9.4%，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

管理资产达60亿美元的Alpha理论咨询者公司总裁邓恩表示，目前市场情绪很像去年8月的重演，已经失去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中国经济放缓的信号加剧了恐慌。

债券黄金重获青睐

市场人士认为，造成全球股市抛售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 首先，人民币持续贬值令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进而冲击全球经济复苏的担忧加剧。 其次，油价跌跌不休，投资者开始淡化供应过剩的因素，转向解读需求放缓所反映的经济疲软的现状。 而经济前景不佳将导致企业盈利增长前景恶化。 据花旗统计，目前分析师对全球企业盈利增长预期下调的比例创2009年以来新高。

全球股市大幅走低，令去年表现平平的债券市场意外重现生机。 截至13日，彭博全球发达主权债收益率指数跌至去年4月以来新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2.25%降至2.06%，为去年10月以来新低；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0.19%的历史新低。

“有很多人急于买进国债。 ”摩根大通驻东京首席利率策略师山脇贵史说表示，“油价跌幅已超预期，中国股市大跌引人担忧，这都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

据资金流向检测机构EPFR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1月6日的最近一周，全球股票基金遭遇88亿美元资金净赎回，规模创2015年9月初以来新高；与此同时，全球债券基金吸引了32亿美元资金净流入。

不过，分析师对美债前景并不乐观。 尽管存在一定避险需求，但随着经济基本面改善，美国逐步接近充分就业，薪资上涨压力会强化加息预期，美债收益率大概率步入缓慢上行通道。 彭博数据显示，投资者对2016年底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平均预期为2.80%。 高盛资深策略师约瑟夫·科恩表示，由于美国利率开始上升，持续已久的债市上涨走势已经结束。

除美债、日债外，避险资金还流入日元、黄金等传统“避风港” 。 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2.2%，在主要货币中取得最大涨幅。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数据显示，上周对冲基金持有的日元仓位自2012年10月以来首次由净空仓转为净多仓。

国际金价年初以来上涨3%，一度重新站上每盎司1100美元的关口，创9个月来新高。 去年国际金价跌幅超过10%，为连续第三年下跌，投资者对黄金兴趣匮乏，但近期黄金的避险魅力再次凸显。

股市抛售或近尾声

对于2016年的投资前景，多数机构认为投资者应该对回报率下滑做好准备，在缺少明确提振因素的情况下，市场风险情绪短期难以重燃。 私募巨头KKR的全球宏观和资产配置主管亨利·麦克维认为，投资者应保持谨慎，新的一年“只适合成年人游泳” 。 相比股票，KKR更看好信贷资产，特别是高质量杠杆贷款。

安联投资也表示，今年投资回报将“非常低” 。 该机构环球投资策略师杜纳恩此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6年汇市更趋反复，令投资者在国际股票及债券市场赚取可观的回报增加困难。 预计今年的投资回报可能不到10%，低于过去五年平均10%-20%的水平。

不过，在股市超预期回调后，一些机构和投资人认为抛售可能接近尾声。 有“新债券天王”之称的美国知名投资人冈德拉奇表示，股市在2016年上半年将经历“艰难时刻” ，但下半年会出现买入机会，因为美联储在加息进度上可能不会太快。 美国财经名嘴吉姆·克莱默13日表示，股市已经“超卖” ，投资者可以开始挑选一些优质股。 尽管市场可能还没有真正触底，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止跌信号。

花旗发布的报告表示，主要股市出现了一些初步的企稳迹象，标普500指数的走势和去年9月见底时很像，因此预计短线可能出现反弹。 衡量市场恐慌情绪的VIX指数在测试了阻力水平后有所下降，也显示出标普500可能反弹。

汇丰香港/中国证券研究主管孙瑜表示，在恒指跌破20000点、国企指数跌破9000点后，港股市场离底部已经不远，当前很可能在底部的左侧。 预计今年内地资金流入香港市场的规模会增加，同时一旦美联储加息进度较慢，美元升值空间有限，海外资金很可能重新流入香港市场。

原创表格

彭博美国政府债指数今年以来走势

ocus

A03

■ 责编：贺岩 美编：王力 电话：

010－63070552 E-mail:zbs@zzb.com.cn

■ 2016年1月15日 星期五

焦点·资产配置

F

QDII基金逆市热卖

□本报记者 黄丽

2016年伊始， 全球资本市场震荡

开局，离岸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连续

贬值。近期市场上海外资产配置意向持

续升温，QDII基金逆市热卖，与募集艰

难的偏股型基金形成鲜明对比。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截至1月

13日， 有大型基金公司的QDII额度全

部用完， 还有部分公司额度也告急，正

在紧急申请新的QDII额度。 有基金投

资人士指出， 十年期美国国债值得配

置， 但债券型QDII大多投资于海外高

收益债，市场波动风险较大，在风险环

境下可能会出现亏损。

多只QDII宣布限购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

示，截至1月12日，标准股票型基金今年

以来的平均收益为-18.71%，标准指数

股基平均收益为-15.84%，灵活配置型

基金（股票上限95%）平均收益为-11.

83%；债券型基金的避险功能也基本丧

失，一级债基勉强保住净值，二级债基

平均下跌2.3%左右。 一时间，资金已无

处可去，偏股型基金发行再度进入冰封

期， 但根据多家基金公司反馈来看，

QDII基金近期出现逆市热销的现象。

广发基金指出， 通过QDII基金增配

美元资产，投资者不用考虑个人购汇额度

限制，还可以通过投资美国股市、债市等

分享美元升值带来的投资机会。 事实上，

2015年11月30日以来， 受美联储加息影

响，人民币波动幅度加大后，就已有投资

者开始抢购QDII基金。 好买基金提供的

去年12月基金销售数据显示， 公募基金

整体销量环比增幅为10.36%， 其中QDII

基金销量在去年11月环比增加483.38%

的基础上， 再环比增加了269.36%，是

去年12月最受欢迎的一类基金。

今年这一热潮仍在延续。 1月12

日，博时基金旗下的博时亚洲票息收益

债券、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博时大中

华亚太精选股票、博时标普500ETF及

其联接基金等五只QDII基金同时发布

公告称，因外汇额度限制，均暂停申购。

广发基金也在当晚公告称，广发亚太中

高收益债券暂停单日单账户的大额申

购。此外，华夏、国泰、华安、易方达等基

金公司旗下也有多只QDII基金暂停申

购或限制大额申购中。

“公司现有的20亿额度已全部用

完，现在正在紧急申请新的QDII额度。

过段时间QDII基金就可以打开。” 某大

型基金公司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但根

据其他基金公司的反馈看来，QDII的

大量申购仍主要集中在债券QDII，远

超偏股型QDII的申购热情。

寻找美元资产避风港

以美元计价的QDII基金受到投资

者的热烈追捧，原因主要在于人民币贬

值的预期。

“以2016年初的情况看，投资者对

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美联储的

升息预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是完全预

期得到的。 ” 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

(MD)、联席投资总监江少坤分析指出，

通常情况下，一国的经济好坏跟其货币

强弱成正比。 人民币汇率走跌，很大程

度上体现了投资者对现阶段经济的解

读。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真

的有那么差？ 投资者是否过度恐慌？ 这

很难有一个确定答案。但从另一个角度

来说，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并非完全是

坏事， 因为货币贬值可以有效帮助出

口，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

不过，江少坤也认为，现在配置美元

资产是应该的，因为人民币已经出现贬值

预期。“十年期美国国债目前收益率约为

2.105%。 如果未来一年收益率再往下跌

1%，也就是说这个债券会涨10%。 如果人

民币再贬5%-10%，那么现在以人民币购

买美债的收益就可以达到15%-20%。 ”

值得注意的是，有基金研究人士提

醒， 债券型QDII大多投资于海外高收

益债，在美联储开启长期加息通道的背

景下，部分国家或地区的高收益债或面

临较大风险和分化， 债券QDII也可能

出现亏损。如2015年美国部分高收益债

基金出现流动性危机，在不允许赎回的

情况下进行了清盘，投资者损失惨重。

“与美国国债相比，高收益债券和

美股属于风险相对较高的资产。从目前

全球经济情况来看， 资金都有避险需

求，越安全越好，所以不建议过多配置

此类产品。 ” 江少坤表示，在这种情况

下，安全资产如美元、日元、政府债券可

以作为避风港。

港汇创四年以来新低

□本报记者 张枕河

港元汇率在14日继续走弱。北京时

间当日 17时 15分， 美元对港元报

7.7800， 创下201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

平， 接近港元弱方兑换保证水平7.85。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港元短期利率低于

美元利率，将导致部分资金回流美元市

场，对港股也将构成一定压力。

资金流出迹象明显

今年以来，一向稳定的港元对美元

扩大跌势，累计跌幅达到0.3%。 港元对

美元继上周五突破7.75港元的强方保

证水平后，开始接近弱方保证水平。 香

港自1983年以来实施联系美元汇率制

度，1美元对港元的交易区间定为

7.75-7.85。

随着港股近日连续下挫及区域市

场动荡， 香港市场资金外流迹象明显，

港元对美元汇率逼近欧债危机以来新

低。 香港金管局数据显示，香港本地银

行体系结余在去年10月至11月达到高

峰逾4193亿港元，随后逐步减少，到12

月中旬减少至约3913亿港元。 在过去

的一个星期内， 银行体系结余显著下

跌，从1月5日的3913.43亿港元跌至13

日的3773.61亿港元， 一周减少约140

亿或3.57%，速度有所加快。

麦格理集团分析师认为，除美国加

息影响外，香港本地股市不振也引发资

金外流。 澳新银行经济学家杨宇霆表

示，日前港元大幅走弱主要受到股市卖

盘拖累以及资本流出香港市场的影响，

但他认为，此次美元对港元大幅上涨并

完全不代表“港元脱钩美元” 。

恒生银行执行董事冯孝忠认为，欧

美股票基金在香港市场上卖出股票，买

入美元资产导致港元转弱。 不过，他认

为本地投资者有所承接，股市并没有出

现大跌，流出资金也不算多，他也不认

为港元会很快将贴近弱方兑换保证。

机构谨慎看待港股

在港汇下跌、外围股市不稳的背景

下，目前多数市场人士对港股后市看法

审慎。 港股14日上午随外围股市下跌，

香港恒生指数一度跌至19509点， 随后

在内地股市带动下有所回升，至收市时

报19817点，跌0.59%。 恒生国企指数收

跌0.41%至8460点。 全日总成交额为

754.3亿港元。 在蓝筹股中，14日共有27

只蓝筹股创逾52周新低。

腾祺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董事沈庆

洪认为， 近期资金外流情况一直持续，

加上美联储加息会继续下去，后市并不

被看好。 目前美国股市走弱，内地市场

也走势不佳，再加上临近农历新年投资

者不愿意持股，多方影响下恒指或进一

步下跌至17500点。

汇丰银行则对港股后市持较乐观

看法。汇丰经济研究亚太区联席主管范

力民表示， 美国加息会有一定影响，但

预计加息幅度会很缓慢，年内料只会加

息两次。汇丰证券策略亚太区主管林传

英则强调，由于港股市场估值远低于5

年前， 因此随着内地经济持续增长，港

股今年有15%的上升空间。

资金外流致

新兴市场股市汇市低迷

□本报记者 吴心韬

进入2016年，新兴市场的资金外流态势延

续，股市和汇市遭遇强劲逆风。 机构认为，受美

联储加息、美元走强、经济增长乏力和全球需求

趋紧等因素打压，新兴市场短期前景不佳，其所

面临的经济挑战和市场不确定性在增加。

新兴市场承压

英国分析机构凯投宏观跟踪的数据显示，

在2015年第四季度，新兴市场出现了约2700亿

美元的资金净流出。 四季度中国录得的资金净

流出规模为1590亿美元。 凯投宏观监测数据主

要涵盖投资资产组合、 直接投资和银行资金流

等三个方面。去年全年，该机构监测到新兴市场

资金净流出额超过7700亿美元，远高于2014年

的2300亿美元。

从市场表现上看，据彭博资讯汇编的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14日17时，在24种主要新兴市场

货币中有20个币种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不同

程度下跌，其中南非兰特以6.93%的跌幅领跌，

阿根廷比索和墨西哥比索跌幅为4.46%和

4.18%；人民币（CNY）对美元即期汇率累计下

跌1.46%。

数据还显示， 在2015年，24种新兴市场货

币中有11个币种对美元汇率跌幅超过10%，其

中阿根廷比索、 巴西雷亚尔和南非兰特分别下

跌34.54%、32.94%和25.20%。 人民币汇率年度

跌幅为4.44%。股市方面，2016年以来上证综指

回报率为-17.06%， 位居93只全球股指排名的

末位，阿根廷、埃及开罗和沙特主要股指跌幅紧

随其后。

兴业证券在14日发布研报表示，2003年以

来，新兴市场货币与股市间存在明显正相关，即

同涨同跌。 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基本面和外部流

动性驱动下资金流动的逻辑： 当新兴市场经济

向好，全球流动性充裕时，资金流入新兴市场引

起汇率和股市同时上涨；相反，资金流出则带来

汇率与股市下跌。在资金流出的过程中，会进一

步引发汇率贬值预期， 形成贬值和股票下跌的

负反馈。

报告还认为， 储备货币国家股市通常与汇

率负相关。 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市场间的关系更

接近于新兴市场国家， 汇率和资产呈明显正相

关。 在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前后一段时期，曾

表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显示出类储备货币

国家的属性，直到2015年末2016年初预期才被

再次逆转。

严冬尚未过去

近年来， 新兴市场经济基本面走软影响了

多数机构对其前景的看法。上周，世界银行发布

《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对发展中国家增长前景

提出预警，表示美联储加息、美元上涨、资金流

入减少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成为打压发展中

国家经济表现的风险因素， 而大宗商品价格的

低迷将使各经济体表现出现分化。

凯投宏观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威廉·杰

克逊对记者表示，今年1月份以来，新兴市场遭

遇新一轮资产抛售， 投资者对人民币汇率水平

日益担忧， 意味着新兴市场的资金净流出规模

会有所扩大。

摩根士丹利策略师Gordian� Kemen在研

报中表示：“我们看淡新兴市场货币反弹的可

能性，相反，我们认为会出现新一轮走软。 ”

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Lutz� Karpowitz认

为：“中国或有能力暂时控制金融市场的震荡，

但这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方法， 因其操作成本

很高。 这也意味着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避险情

绪可能会因中国因素升温。 ”

私募巨头KKR认为，发展中国家股市的熊

市征程还未结束， 因为这个市场的股权回报率

等指标在恶化，各国货币汇率保持疲软，且大宗

商品价格在年内难有改善，预计2016年新兴市

场所经历震荡不会减弱。

全球股市风雨飘摇 避险资产再受追捧

□本报记者 杨博

统计显示，新年以来全球股市市值已蒸发近3.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

和新兴市场主要股指全线重挫。 市场风险情绪低迷，资金涌入美债、日元、

黄金等传统“避风港” 。 这场“股市风暴” 还将持续多久，会否演化成更严

重的危机尚不得而知。 多数机构认为，投资者应对今年投资回报率下滑做

好准备。 在缺少明确提振因素的情况下，市场情绪短期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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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彭博美国政府债指数走势

美欧股市持续下挫

全球主要股指新年以来大幅下挫。 截至14

日， 涵盖发达和新兴市场的MSCI全球指数年内

已下跌7.2%， 主要衡量发达市场的MSCI国际资

本指数下跌7.1%，MSCI新兴市场指数下跌8.1%，

至2009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 据标普道琼斯资深

指数分析师斯韦尔布拉特估算，2016年以来全球

股市市值已经蒸发3.17万亿美元。

彭博数据显示，截至13日收盘，标普500指

数今年以来跌幅达7.5%， 创美股有史以来最差

开年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7.3%，纳斯

达克综合指数下跌9.6%。

值得注意的是，本周前两个交易日温和反弹

后，美股13日再度大幅下跌，给投资者市场企稳

回升的信心泼上冷水。 除公用事业外，标普500

其他行业板块13日全线走低， 其中科技板块下

跌2.8%。 特别是去年风光无限的大盘科技蓝筹

股也未能表现出抗跌属性， 代表性的“FANG”

组合显著回调，其中脸谱（FB）13日下跌4%，新

年以来累计下跌8.8%；亚马逊（AMZN）下跌

5.8%，今年以来下跌14%；奈飞（NFLX）大跌

8.6%，年内跌幅达到6.8%；谷歌（GOOG）下跌

3.5%，年初以来下跌7.7%。 此外，具有市场风险

情绪指标意义的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13日大

跌5.4%，今年以来累计下跌17%。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首席投资策

略师孔睿思表示，尽管美股通常在美联储加息周

期内保持上涨，但当前的加息是在经济增速较低

的背景下，因此股市涨幅有限，预计2016年美股

投资回报 “非常非常低” ，“幸运的话能到5%左

右” 。孔睿思还表示，中国股市的抛售对美国投资

者来说不具有根本影响， 但会影响投资情绪，从

而带来波动。

过去七年里一直建议“逢低买入” 美股的摩

根大通也在本周转向看空。 该行分析师指出，除

技术指标恶化外，上市公司盈利疲软、美国制造

业活动下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都是警

示信号，投资者一旦看到股价反弹就应减仓。

在欧洲市场上，欧洲斯托克50指数新年以来

累计下跌7.5%， 德国DAX指数下跌8.6%， 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6.8%；亚太市场上，截至14日收

盘，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6%， 日经225指数下跌

9.4%，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8%。

管理资产达60亿美元的Alpha理论咨询者公

司总裁邓恩表示， 目前市场情绪很像去年8月的

重演， 已经失去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中

国经济放缓的信号加剧了恐慌。

债券黄金重获青睐

市场人士认为，造成全球股市抛售的原因来

自多个方面。 首先，人民币持续贬值令市场对中

国经济增长放缓进而冲击全球经济复苏的担忧

加剧。 其次，油价跌跌不休，投资者开始淡化供应

过剩的因素，转向解读需求放缓所反映的经济疲

软的现状。 而经济前景不佳将导致企业盈利增长

前景恶化。 据花旗统计，目前分析师对全球企业

盈利增长预期下调的比例创2009年以来新高。

全球股市大幅走低，令去年表现平平的债券

市场意外重现生机。 截至13日，彭博全球发达主

权债收益率指数跌至去年4月以来新低； 美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年初的2.25%降至2.06%，为去

年10月以来新低；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

0.19%的历史新低。

“有很多人急于买进国债。 ” 摩根大通驻东

京首席利率策略师山脇贵史说，“油价跌幅已超

预期，中国股市大跌引人担忧，这都让投资者感

到不安。 ”

据资金流向检测机构EPFR发布的最新数

据，截至1月6日的最近一周，全球股票基金遭遇

88亿美元资金净赎回， 规模创2015年9月初以来

新高；与此同时，全球债券基金吸引了32亿美元

资金净流入。

不过，分析师对美债前景并不乐观。 尽管存

在一定避险需求，但随着经济基本面改善，美国

逐步接近充分就业，薪资上涨压力会强化加息预

期，美债收益率大概率步入缓慢上行通道。 彭博

数据显示，投资者对2016年底美国10年期国债收

益率的平均预期为2.80%。 高盛资深策略师约瑟

夫·科恩表示，由于美国利率开始上升，持续已久

的债市上涨走势已经结束。

除美债、日债外，避险资金还流入日元、黄金

等传统“避风港” 。 今年以来日元对美元汇率上

涨2.2%，在主要货币中取得最大涨幅。 美国商品

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数据显示，上周对

冲基金持有的日元仓位自2012年10月以来首次

由净空仓转为净多仓。

国际金价年初以来上涨3%， 一度重新站上

每盎司1100美元的关口，创9个月来新高。去年国

际金价跌幅超过10%，为连续第三年下跌，投资

者对黄金兴趣匮乏，但近期黄金的避险魅力再次

凸显。

美股抛售或近尾声

对于2016年的投资前景，多数机构认为投资

者应该对回报率下滑做好准备，在缺少明确提振

因素的情况下，市场风险情绪短期难以重燃。 私

募巨头KKR的全球宏观和资产配置主管亨利·麦

克维认为，投资者应保持谨慎，新的一年“只适合

成年人游泳” 。 相比股票，KKR更看好信贷资产，

特别是高质量杠杆贷款。

安联投资也表示，今年投资回报将“非常

低” 。 该机构环球投资策略师杜纳恩此前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16年汇市更

趋反复，令投资者在国际股票及债券市场赚取

可观的回报增加困难。预计今年的投资回报可

能不到10%， 低于过去五年平均10%-20%的

水平。

不过，在股市超预期回调后，一些机构和投

资人认为抛售可能接近尾声。 有“新债券天王”

之称的美国知名投资人冈德拉奇表示， 股市在

2016年上半年将经历“艰难时刻” ，但下半年会

出现买入机会，因为美联储在加息进度上可能不

会太快。 美国财经名嘴吉姆·克莱默13日表示，股

市已经“超卖” ，投资者可以开始挑选一些优质

股。 尽管市场可能还没有真正触底，但已经出现

了一些止跌信号。

花旗发布的报告表示，主要股市出现了一些

初步的企稳迹象，标普500指数的走势和去年9月

见底时很像，因此预计短线可能出现反弹。 衡量

市场恐慌情绪的VIX指数在测试了阻力水平后有

所下降，也显示出标普500可能反弹。

汇丰香港/中国证券研究主管孙瑜表示，在恒指

跌破20000点、国企指数跌破9000点后，港股市场离

底部已经不远，当前很可能在底部的左侧。预计今年

内地资金流入香港市场的规模会增加， 同时一旦美

联储加息进度较慢，美元升值空间有限，海外资金很

可能重新流入香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