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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复苏将再提速

机构“组团”看好人民币资产
近日，多个金融机构针对 2021 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变化
趋势进行展望，
并针对具体领域给出了相应分析与建议。
记者总结发现，大部分机构认为下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
速，但不同经济体间经济修复差异将逐步拉大。与此同时，多家机构长
期看好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人民币资产未来表现，预计将有更多资金
流入中国市场。部分机构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依然有利的政策环
境将继续利好股市。另外，后疫情时期“绿色复苏”已成为全球发展主
流趋势，这一背景下，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和“碳中和”主题投资将会
持续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经济复苏加快
各大金融机构普遍认为，2021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在波动中延续
复苏势头，但由于疫情发展变化和
疫苗接种率的不同，各经济体间经
济修复分化逐步显现。展望下半
年，全球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速，
但仍面临较高的不平衡性。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区首
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当前全球经
济复苏主要显示出不同步和不稳
固两个特点。其中，
“不同步”主要
表现为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状
况相对较快，而新兴经济体亚洲之
外复苏步伐较慢。
“不稳固”则是指
全球经济复苏受到疫情防控与通
货膨胀两大因素影响。
展望下半年，中国银行研究院
发布《全球经济金融展望报告》称，
全球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速。全球
生产和贸易将逐渐恢复至疫情前水
平，
餐馆、
旅客出行等消费活动将继
续加速反弹，经济复苏加快。不同
区域的复苏进程将进一步分化，考

虑到发达经济体政策支持力度更
大，
疫苗普及速度更快，
预计复苏步
伐继续领先新兴经济体。
《宜信财富 2021 年下半年资产
配置策略指引》也认为，由于发达
经济体和除中国外的新兴经济体
疫情改善显著不同，经济复苏力
度、政策、贸易、就业等多方面将产
生更大的差异，且部分主要经济体
上行动能放缓，或令需求溢出效应
减弱，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较高的不
平衡性，并增加了未来风险的不确
定性。
业内人士认为，全球股票市场
将在通胀压力和政策变动的短期波
动中继续上行。渣打银行财富管理
部近期发布的 2021 年下半年《全球
市场展望》认为，
持续的经济增长和
依然有利的政策环境将继续利好股
市。综合盈利增长预期、相对估值
以及投资主题的转变，渣打较为看
好欧元区、
英国及美国股市，
并且仍
将中国股票视作核心持仓。

人民币资产被持续看好
展望下半年，多家机构持续看
好人民币资产。
《宜信财富 2021 年
下半年资产配置策略指引》指出，
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
的地位与优势依然存在。目前中
国政策偏向结构性发展，力求通过
经济复原实现新的发展方式。长
期而言，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大发展
空间，
看好人民币资产未来表现。
花旗研究部董事总经理、首席
中国经济学家刘利刚也看好中长
期人民币资产的进一步升值。他
表示，海外机构投资人所持有的中
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占中国
整体债券市场比重仍相对较低，往
前看，更多海外机构投资人把人民
币资产配置在资产组合里面，整体
来说，资本还会持续流入。丁爽也
指出，中国债券市场和全球债券市
场相关性较弱，为投资者分散风险
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针对美元走势，市场观点有一

定分歧。中国银行研究院报告指
出，美元指数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持
续震荡下行，
始终维持较弱走势，
并
未表现出与货币政策转向预期之间
的显著相关性。参考上一轮美联储
加息周期，美元指数在伯南克释放
缩减 QE（量化宽松）信号之后出现
转弱走势，
直至2014 年下半年，
缩减
QE 进入后期，
美联储加息预期逐渐
增强后，
美元指数才得以逆转，
走出
一轮牛市周期。预计在美联储缩减
QE 阶段，美元指数仍将维持弱势。
加息周期进一步确认后，美元指数
有望迎来周期性逆转机会。
渣打银行财富管理部 2021 年
下半年《全球市场展望》认为，虽然
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以
及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趋平引发
了美元技术性突破，但随着美国经
济增长向全球扩散，未来 6 至 12 个
月美元仍将走弱。资本外流可能
会提振欧元、英镑和澳元。

MSCI 报告：

全球上市公司必须大幅加快气候行动步伐
国际指数公司 MSCI13 日对
外发布的最新季度净零追踪报告
指出，
要实现 2015 年《巴黎协定》中
的 1.5℃温度控制目标，全球上市
公司必须大幅加快气候行动步伐。
该报告显示，即使各方已齐
心协力把气候变化提上全球重要
议程，目前全球上市公司的年排
放 量 仍 与 2013 年 的 水 平 持 平 。
2015 年的《巴黎协定》设定了将全
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2℃以内的目
标，
并致力达到 1.5℃以内的水平。
报告特别指出，
上市公司合计

每年直接排放温室气体 109 亿吨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上市公司
需要保持排放总量在 614 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的预算内，以避免超过
1.5℃的温度控制临界点；
按照目前
的排放量不变，
上市公司将于六年
内耗尽剩余的排放预算。
MSCI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Henry Fernandez 表 示 ，尽 管 自
2015 年《巴黎协定》通过后已有诸
多讨论，实现变革仍需尽快付诸
更多行动。上述报告是评估全球
能否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1.5℃以内

的进度报告。上市公司及其他资
本市场参与者只剩不足六年时间
去实现此目标。
MSCI 净零追踪报告是根据
MSCI 全 球 可 投 资 市 场 指 数
(MSCI ACWI IMI)提供全球 9300
家上市公司的气候变化进度的季
度指标。净零追踪报告就企业气
候行动为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带
来更高的透明度，提供温度控制
的整体进度，并聚焦行业的领先
者和落后者。
（据中新社）

美国 6 月份 CPI 环比涨幅创纪录
美国劳工部 13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6 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环比上涨 0.9%，是 2008 年 6
月份以来最大环比涨幅，显示成
本上升继续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数据显示，6 月份美国 CPI 同
比增长 5.4%，剔除波动较大的食
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
涨幅达 4.5%，是 1991 年 11 月以来
最大同比涨幅。当月二手车价格
环 比 攀 升 10.5% ，成 为 拉 动 当 月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

同时，
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率提
升、各州对经济活动限制逐步放
宽，
酒店住宿、
汽车租赁、
服装和机
票等消费类别价格也明显回升。
分析人士认为，
近几个月美国
CPI 同比大幅攀升，部分原因在于
“基数效应”
。2020 年 3 月至 5 月疫
情暴发期间 CPI 大幅回落，导致可
比数据处于相对低位，
由此带来的
同比涨幅短期内有望见顶。
但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经济
逐渐暴露出供应链中断、原材料

和劳动力短缺等深层次、结构性
问题，未来通胀水平将出现多大
程度回落仍未可知。在一定程度
上，由于联邦政府出台大规模经
济刺激计划推动家庭商品支出增
长，企业生产短时间内很难跟上
需求激增的步伐，导致供需失衡、
成本上升，进而传导至消费者价
格。同时，取消与疫情相关的经
济限制推动旅游、交通等服务支
出，
进一步加剧了通胀压力。
（据新华社）

欧盟批准 12 个成员国经济复苏计划
欧盟理事会 13 日发表新闻
公告说，首批 12 个欧盟成员国的
经济复苏计划正式获得批准。
新闻公告说，此次获批的国
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
国 、德 国 、希 腊 、意 大 利 、拉 脱 维
亚、卢森堡、葡萄牙、斯洛伐克和
西班牙，它们将于近期获得首批

资金。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
罗夫斯基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获得欧盟理事会批准后，12
个成员国将与欧盟委员会签署拨
款和贷款协议，最快可在 7 月底前
获得预融资。
2020 年 7 月欧盟推出总规模

逾 1.8 万亿欧元的经济复苏计划，
包 括 1.074 万 亿 欧 元 2021 年 至
2027 年长期预算，以及 7500 亿欧
元恢复基金，这是迄今为止欧盟
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同年
12 月，欧盟领导人就落实复苏计
划达成协议。
（据新华社）

ESG 等主题成市场焦点
后疫情时期，
“绿色复苏”成为
全球发展主流趋势。这一背景下，
随着对 ESG 和气候相关投资产品
的需求上升，可持续投资的市场将
进一步扩张。
《宜信财富 2021 年下半年资产
配置策略指引》指出，仅在 2019 年，
美国 ESG 基金的资金净流入就超
过 200 亿美元，较 2018 年的 50 亿美
元出现了大幅度提升。而在中国，
随着绿色金融的蓬勃兴起和 ESG
投资理念的快速传播，越来越多的
中国资管机构开始采纳 ESG 投资
策略。
“整个市场都能看到 ESG 债券
的兴起以及快速发展。”瑞银中国
债务资本市场部主管王然表示，今
年前 6 个月，大中华区 ESG 债券发

行规模达到了 189 亿美元，相较于
2020 年全年数据有 85%的增长，也
创下了历史新高。除了总量增长，
从 ESG 债券产品细分类型以及发
行人类型两方面来看，上半年都出
现了更为多元化的变化，未来在市
场上，ESG 或者“碳中和”主题会继
续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渣打中国财富管理部首席投
资策略师王昕杰也表示，随着净零
脱碳逐渐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的
“主旋律”，新能源成本的下降和支
持政策的出台，将推动气候相关主
题需求增长，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
水资源。另一方面，5G/物联网、金
融科技、
医疗技术、
电动车和电子游
戏这些创新主题同样值得关注。
（据《经济参考报》
）

西班牙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 400 万例
西班牙卫生部 13 日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该国过去 24 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43960
例，
累计确诊达 4015084 例。
图为 7 月 13 日，
人们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户外就餐区用餐。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