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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 金融市場普遍存在自滿情緒。隨著全
球經濟增長放緩，波動性上升的風險
升溫。
• VIX 指數目前比其長期平均值低約 35
％，回歸平均值似乎是合理的推測。
• 採用跨資產啞鈴策略來限制投資組合
的跌幅。 這降低了在最糟糕的時間賣
出，並錯過了隨後反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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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鈴策略：當波動性上升時更具防守性
發生了什麼事情?
波動率接近歷史低位，往後向上的機會較大。 近期三個月與十年期美國國債的孳
息倒掛引發了對經濟衰退即將到來的擔憂。 這並不奇怪， 畢竟孳息曲線倒掛在歷
史上往往是經濟衰退的預兆。 但正如我們在 2 月 25 日的 CIO 市場透視『平坦的孳
息曲線是投資者的警告信號嗎？』中所討論的那樣，全球政府債券收益率普遍偏
低，加上多年來主要央行的量化寬鬆政策已經“人為”地抑制長債收益率，導致孳
息曲線比預期更平坦。
儘管我們認為未來 12 個月出現嚴重衰退的可能性仍然很低，但近期全球經濟勢頭
出現放緩跡象，這從花旗經濟驚喜指數（全球）可以看出。該指數從 2017 年 2 月
的 43.8 下跌至目前的-20.7，表明經濟勢頭正在放緩。
以美國經濟為例，圖 1 顯示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回落歷史上將轉化為更
高的市場波動性。 這一次也不例外。

這有什麼意思?
自滿情緒正在上升; 未來 12-24 個月急跌的可能性增加。 目前，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波動率指數（VIX）比其長期平均值低了約 35％。 鑑於現時全球經濟處於周期的
後段，很明顯全球投資者的警覺性不足。
這並不奇怪。 目前的上漲已超過七年，並沒有顯示出放緩的跡象。 從組合角度來
看，我們認為投資者有必要保護自己的投資組合免受潛在的市場下跌，因：
（a）全球經濟周期處於後期階段; （b）近期市場出現了反彈強勁。

圖 1：GDP 增長與波動率之間的反向關係
US GDP growth (% , L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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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應該怎樣應對?
魚與熊掌兼得 - 採用啞鈴策略來獲取上行潛力並降低下行風險。 這個策略會帶來:
a)

較低的波幅

b) 較高的長期回報
為了驗證我們的觀點，我們構建了一個模擬跨資產啞鈴組合：
•

美國科技股（25%比重）

•

美國非必需消費股（25%比重）

•

美國債券（50%比重）

我們的研究表明，自 2001 年以來，跨資產啞鈴投資組合增長了 173％，比標準普
爾 500 指數的 115％上升高出 58 個百分點。 儘管表現出色，我們的啞鈴組合也具
有較低的波動性。 按月計算，啞鈴組合的最大虧損率為 2001 年 2 月的 9％。相比
之下，標準普爾 500 指數的最大虧損為 17％，發生在次貸危機期間的 2008 年 10
月。
上述數據從風險回報的角度印證了啞鈴策略的優越性。
表 1：啞鈴策略以較低的風險產生更高的回報
Tot al gains since 2001

Maximum mont hly drawdown
since 2001

Barbell Port folio

173%

9%

S&P 500

115%

17%
資料來源：彭博，星展銀行

圖 2：自 2001 年以來，跨資產啞鈴投資組合增長了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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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金融：錨定偏見以及錯過隨後市場反彈的可能性。 在更實際的層面上，擁有
50％股票和 50％債券風險的跨資產組合也有其他好處, 特別是從行為金融的角度來
看。
在 2008 年次貸危機期間，標準普爾 500 指數在 2008 年 8 月底至 2009 年 2 月底之間
暴跌了 43％。面對此類嚴重虧損，投資者在 2 月份的低谷時退場的可能性很高。
“錨定偏見”的概念表明，選擇於低谷退出的投資者在反彈開始後不太可能重新進
入市場。
但對於啞鈴組合的投資者而言，在危機期間只損失 14％，情況可能會大不相同。
當市場觸及低谷時，投資者於低位退場的可能性大為減低。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最近 2018 年 12 月的拋售，其時標準普爾 500 指數下跌了 9％，
而啞鈴投資組合則只下跌了 4％。 較小的跌幅可能會令投資者更願意堅持，避免
了錯過隨後的反彈。 例如，美國科技和非必需消費品股票（我們啞鈴組合中的增
長端）在 12 月份平均下跌了 9％，但在 2019 年第一季度平均反彈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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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在市場動盪期間，啞鈴策略更具彈性
Pullback during Subprime Crisis

Pullback during Dec-2018 selldown

Barbell Port folio

-14%

-4%

S&P 500

-43%

-9%
資料來源：彭博，星展銀行

考慮到這些因素，投資者最好採用跨資產啞鈴策略來限制投資組合的跌幅。 這降
低了在最糟糕的時間賣出，並錯過了隨後反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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