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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市场波动或将延续
美股暴跌引发 H 股下挫
2 月 6 日，中国/香港股市创下自 2015 年 7 月 8 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恒生国企
指数和恒生指数分别下挫 5.9%和 5.1%。此次股市大跌由隔夜美股暴跌所引发，下
跌的幅度和时间点均超出了大多数投资者的预期。我们在 1 月 16 日的报告中强调，
市场经过快速上涨后，短期可能进入调整期且波动加大的风险上升。我们认为短期
波动或尚未结束，可能延续至春节假期。不过，我们认为，由于基本面坚挺，持续
的大幅市场回调将缺乏基础。我们认为，市场下跌有助于释放部分此前估值过高的
板块的估值压力，导致价值出现，为长期配置资金提供买入机会。长期来看，我们
继续看好金融板块（尤其是银行和保险）、新经济板块（医疗和互联网领军企业）
及部分消费股。

避险模式迹象初现
美国股市暴跌可能是由近期通胀预期升温及对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步伐过
快的担忧所引发。部分投资者怀疑这一因素触发了量化基金的大规模抛售，从而加
剧了市场跌势。从年初以来，市场对企业基本面的预期保持乐观，标普 500 指数的
12 个月预期市盈率在盈利前景不断上修的情况下依然持续攀升。因此，市场对最
新担忧的剧烈反应很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推动此前过高的估值向下调整。不过，
我们的确注意到避险模式的迹象开始显现，包括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企稳，美
元指数小幅上涨以及 2 月 5 日追踪新兴市场股市的最大的 ETF 今年以来首次出现资
金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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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泰香港研究预测

短期波动可能尚未终结
我们认为，继年初以来市场的强劲表现之后，海外资金流动将继续波动。同时，港
股通将在 2 月 13 日至 21 日期间停止交易。港股价格可能严重受美股表现的影响，
波动性可能仍然很大。

…但是基本面应能对估值构成一定支撑
截至目前，我们今年的中国市场投资主要投资逻辑仍然不变：中国企业更缓慢但更
优质的增长将是驱动市场表现的主要动力，中资企业的估值将在金融板块的引领下
小幅上升（详见我们 2017 年 12 月 5 日发布的 2018 年展望报告）
。继此次大跌之
后，恒生国企指数 12 个月预期 PE 已跌至 7.9 倍，与 2017 年底持平；恒生指数预
期 PE 跌至 11.8 倍（2017 年底为 12.2 倍）
。我们相信尽管市场短期呈动荡态势，坚
挺的基本面应能对估值构成一定支撑，进而相应地为市场带来提振。

风险提示
弥漫整个金融市场的担忧心态及严重的避险行为可能影响实体经济，并因而影响到
企业基本面。投资者避开所有风险资产类别，如公司债，可能导致融资成本上升及
违约风险加大。
英文报告全文：
China Strategy — Short-term market volatility likely to continue (2018.02.07)

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在此研究报告中简称华泰香港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香港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1

中国策略

今年以来追踪新兴市场股票的最大型 ETF 在 2 月 5 日首次出现资本流出

图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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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括追踪新兴市场股票的前 50 大 ETF；数据截至 2018 年 2 月 5 日
资料来源：Bloomberg，华泰香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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