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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性面临更大压力 
六月以来，市场情绪保持疲弱，市场在短暂的复苏后立刻出现快速回调。我们认为
市场短期内流动性压力会增加，因为：1）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报复性行为的概率上
升而引发的担忧；2）美联储与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等其他中央银行之间的政
策差异可能在近期内推高美元，从而导致新兴市场资金进一步外流；3）尽管近期
香港市场表现好于 A 股市场，但南下资金净流出的局面不太可能很快出现逆转。因
此，我们仍然预计在中期业绩发布之前道路仍然崎岖，而在中期业绩发布后，估值
会更有吸引力，1H18 财务数据将提供更多增长质量改善的证明。更多详情请阅我
们的下半年展望。 

 
贸易争端迫使风险偏好螺旋式下降 
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 500 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第一批 800 余项产品总计
340亿美元，征税措施从 7月 6日开始生效（请阅第一批与第二批完整名单）。中国
迅速宣布对美国施加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进口商品关税，初始阶段主要集中在农
产品和汽车（请阅第一批与第二批商品清单）。潜在的长期贸易争端可能会动摇投
资者的信心，阻止增量资金流入。此外，我们也曾指出，贸易战可能会对全球经济
复苏产生不利影响，并推高通胀，从而对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挑战。 

 

美元短期走强不利于新兴市场资金流入 
自 5 月初以来，美元指数走强导致资金从新兴市场转移至发达市场，追踪新兴市场
股票的前 50 大 ETF 显示，5 月以来资金流出量为 66 亿美元（1 月至 4 月为流入
176 亿美元）。除近期美国与欧洲 PMI 数据表现明显分化以外，与欧洲央行和日本
央行的宽松立场相比，美联储最近的货币立场更加鹰派，短期可能推动美元进一步
向上。因此，我们预计流向中国企业的资金可能会受到更大压力，而香港本土企业
可能更具韧性。  

 

南下资金短期难以逆转净流出局面 
尽管海外市场面临更大挑战，2018 年以来香港市场表现好于 A 股市场。四月以
来，南下资金流出量已达 215亿港币（1月至 3月南向资金流入 1,190亿港币）。我
们认为，资金净流出局面不太可能逆转，原因包括国内投资者信心减弱、金融持续
去杠杆化，以及香港市场缺乏强有力的催化剂以快速打破目前僵局。同时，如果南
下投资者出现恐慌性抛售，医疗保健等估值较高的热点行业会面临更严重的冲击。
随着新一轮大型新经济企业 IPO 到来，我们对估值过高的新经济股持谨慎态度，建
议投资者选择增长强劲，估值合理的股票（详情请阅我们之前的报告）。 

 

英文报告全文：China Strategy — Liquidity bleeding could persist in the near term 

（201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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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每周南下资金流（三个月移动平均）与 HSI vs CSI300 指数 

 

注: 3mma = 三个月移动平均；数据按 6 月 18 日收盘价; 

资料来源: Bloomberg, Wind, 华泰香港研究 

 
 

(4)

(2)

0

2

4

6

8

10

12

14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Jan-15 Apr-15 Jul-15 Oct-15 Jan-16 Apr-16 Jul-16 Oct-16 Jan-17 Apr-17 Jul-17 Oct-17 Jan-18 Apr-18

HSI vs CSI300 index, 2015/1/1=100

Weekly Southbound flows (3mma, HKD bn)

Hot 
money

Money effect 

Over
optimism

Cautiousness

(HKDbn)

图表1. 美元指数  图表2. 追踪新兴市场股票的最大的 ETF 资金流动 

 

 

 

注：数据按 6 月 15 日收盘价 

资料来源: Bloomberg, 华泰香港研究 

 注：数据按 6 月 15 日收盘价 

资料来源: Bloomberg, 华泰香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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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表达的观点准确地反映了分析员对标的证券或发行人的个人意见；彼以往、现在或未来并无就其研究报告所提供的具体建议或所表迖的
意见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报酬。吕程; 王以; 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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