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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报 
20200205：区分情绪冲击和实质性影响
——港股策略点评 
 

  各国政府的积极防疫措施普遍参照了我国的抗疫经验，这意味着防疫措

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大概率扩大。 

近期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呈现传播风险加剧的态势。新冠病毒

是一个狡猾的敌人。如果不采取足够积极地防控措施，任何低估其传播风险

的看法都可能是武断和大意的。我国政府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对抗新冠

肺炎疫情的决心和能力得到了多方的高度肯定，我国的防疫措施也成为了开

展积极防疫工作的范本。因此，疫情传播风险就意味着防疫工作对全球经济

带来阶段性冲击的风险。而且，在考虑疫情的实际影响时，也不应将视角局

限于目前受到影响的局部，而应对疫情和防疫措施会在更大范围内铺开有更

充分的准备。 

 考虑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时，不应忽视“阶段性”和“政策对冲”的两大

要素。 

春节前后中国的 A股和港股市场完成了一轮“波动-反弹-结构化”的行

情演变，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海外市场的近期发展提供参照。资本市场会在疫

情高速发展期之前和初期阶段受到持续地冲击。当前全球美股的波动也正处

于这一阶段——2月 25日美股的再次大跌和美国CDC警告美国本土疫情风险

有关，而 2月 25日美股跌幅大于同日欧股也是源自于此。这也意味着，一方

面当前的市场波动主要和疫情挂钩，另一方面随着防疫措施部署和疫情局势

相对明朗化（开展更积极地检测、排查以及隔离措施以后，疫情不再是“水

面下”发展的状态），市场的波动也有很大概率随之回落，甚至可能因政策驱

动而出现反弹。 

因此，我们对短期市场波动加剧不应过度恐慌。一方面，要认识到国际

投资者之前对于疫情发展本身，以及疫情和防疫措施冲击全球经济的风险有

低估，目前正在上调。但另一方面，不要忘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逃不开阶段

性的规律，同时也不应忽视宏观政策对疫情影响的对冲效果。 

尤其以美股市场而论，防疫措施的开展和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都对降低

美股波动风险有积极的作用。防疫措施方面，美国 CDC已经加大了在流感病

人中进行新冠肺炎排查的力度。而货币政策方面，尽管美联储官员仍没有就

3月议息会将进行政策调整有所“松口”。但市场仍然对此保持较高预期，

并在当前的利率曲线中做出了提前反映。 

目前全球市场还处于体现避险情绪快速上行的过程，估值和点位均处于

高位的美股市场重演一次 1-2周的短期集中调整行情的风险并不能被完全排

除。中期来看，除波动风险本身以外，美股市场的上涨逻辑——流动性和经

济基础“相互补位”被颠覆的可能性，以及美股的核心潜在风险——企业杠

杆率上行还未到达足够危险的程度（尽管在大中小企业以及行业两个结构性

维度上有恶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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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好迎接 1-2个季度的低风险偏好市场，同时也不应低估中国市场的

结构性吸引力。 

海外市场方面： 

由于疫情和防疫措施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预计在

未来 1个月内将会看到更多的政府和经济和金融研究机构进行经济增长预

测数字的下调。同时，已经在近期波动行情中大幅下行的无风险利率（美

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跌破 1.4%，再创历史新低）也可能在未来 1-2个季

度内继续停留在较低水平（美国 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保持在 1.8%以下），

这些都将促使全球市场保持低风险偏好状态。 

不过另一方面，美元长端利率压低，长端利差倒挂加剧以及欧日负利

率可能进一步深化也将继续带来新一轮的严重“资产荒”局面，并推动资

金结构性回流股票市场。截至 2月 25日，全球负利率资产规模已经再度超

过 14万亿美元，达到 2019年 10月中旬水平。“资产荒”中，资金可能再度

结构性回流股票市场。因此，美股和全球其发达市场的调整压力更多集中

于当前波动传导和未来 1个月内经济预期集中下调阶段，但在各国防疫措

施部署到位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同步跟上以后，反而将会企稳回升。 

图 1：全球负利率资产规模（万亿美元）  图 2：美元 SWAP利率曲线 2020年 1月以来变化（%） 

 

 

 

资料来源：Bloomberg 

注：截至 2020/2/25 

 资料来源：Bloomberg 

注：截至 2020/2/25 

港股市场方面： 

短期内，全球市场的避险波动会给港股市场带来持续负面影响。而在

前期港股大市集中修复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引发的短期炒作逐渐降温后，

港股市场开始逐步回到成交清淡和大市整固的“日常状态”。上周港币汇率

迅速走弱和港股大市成交回落已经指示了国际资金流出的信号。由于国际

投资者避险情绪可能有较明显回升，港股市场可能因资金流失而继续整固。

资金港股主板日均成交金额可能会在未来 3周内进一步降至 800亿港币以

下，而期间恒指则难有集中回升。 

中期内，大市企稳后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将更为值得关注，尤其是考虑

到大盘持续调整后市场整体和板块层面将再度具有较好的估值吸引力。板

块方面，成交不断萎缩后，市场将回到结构市状态。中期内，基本面可靠

（教育、物业、医药、新能源汽车上游、半导体），基本面受益（线上教育、

线上娱乐）和基本面有望好转（汽车、手机组件、可选消费龙头）中期内

将会轮番表现，演绎个股行情。但短期内，因为资金持续流失，市场风格

暂时难以凝聚，个股行情在 1-2周内可能还显得散乱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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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海外市场波动对 A股市场的影响方面： 

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的成功努力，已经成为全球的范本。而在未来 1-2

个月内，伴随着疫情和防疫措施对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更显著地阶段性影响，

作为产业品类最为齐全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具有为全球对抗疫情和

保持经济发挥更大正面作用的潜力。而转而向内，作为一个开放程度还比

较低的在岸市场，虽然并不能完全隔绝外部扰动的影响，但内地 A股市场

的走势根本上仍是由本国的宏观政策和经济周期来决定。因此，相对全球

市场而言，国际市场风险偏好下行并不会在当前扭转 A股市场的既有趋势。 

 

◆风险分析 

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速度加快的风险；部分国家医疗资源不足或防疫

措施不力导致疫情在局部演变为健康危机的风险；美股等发达市场波动加剧，

引发“抛售-调整”恶行循环，加剧短期市场跌幅的风险。 

 

 

 

农银汇理

 



2020-02-26 策略研究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4- 证券研究报告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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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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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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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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