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实录乃根据讲者演讲的普通话即时传译或原声整理，未经讲者审核。

中国梦：投资者如何梦想成真

邓树勋：欢迎大家参加瑞银赞助的“中国梦：投资者如何梦想成真”，我是邓树
勋，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两位专家分享她们对中国梦的开发，还有投资者可以怎
么把他们的投资放到中国梦里面去。我们先有请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财富投资总
监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一帆博士，第二位是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太
区债券部资深债券分析师骆昀婷，先请他们分享一下中国梦的想法，然后有一个
问答环节，先请胡博士。

胡一帆：各位来宾中午好，大家知道是亚洲金融论坛上第一次用中文讨论中国梦，
这也是中国梦的延续，中国梦第一次提出来是 2012 年习主席正式成为国家主席
之后提出来的，当时中国梦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义，当时只是一方面恢复中
华民族的自信，另一方面是国家的荣耀。另一方面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去年
10 月份召开的十九大，我们可以看到把习近平中国梦写进了党章，中国梦有了
进一步的定义，到 2035 年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 年是成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在十九大上正式明确的。同时在
十九大中也把这个作为习近平思想写入了党章。中国梦一方面是在中国内部怎么
发展，另一方面是把「一带一路」倡议第一次写入了党章，这也是中国梦的一部
分，也就是中国慢慢成为世界强国的时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今后五年，我们觉得中国的改革会聚焦在有质量的增长，而不是以前的有数
量的增长。未来我们觉得也不太会设 GDP 具体的目标，今年还会有 GDP 具体
的目标，但是一个波段，而不是一个点。
这也是我们投资人比较关心的，在今后 3-5 年中，中国经济，这次在十九大
当中，也在之后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几点，和以前不太一样。在之前五
年比较强调服务业在经济当中的地位，我们继续关注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服务
业占了 GDP 一定的水平也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强国，真正的强国要看制造业的
整体水平。这次把中国制造 2025 写入了今后 5 年甚至 10 年的发展方向。政府
计划在 3 年内基于中国制造 2025 的倡议，重点发展工业自动化、机器人、铁路
运输、高端航运设备、智慧汽车、现代农业、医疗器械设备以及新材料，这个也
是投资者今后关注的方向。在十九大当中再次强调了环保，也是今后改革的重点
方向，习主席说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制造、清洁能源以及绿色金融领

域将来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也会助力 GDP 的增长。
大家知道改革的难点、痛点是国企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认为今后
改革是聚焦行业整合，去杠杆以及更多的领军行业，可能有更多的所有制改革，
兼并收购，股权激励计划，整体上市等，我们期待在今后 3-5 年会出台。
最后金融改革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觉得今后 3-5 年的方向去改革是重中
之重，会有很多措施陆续出台。从 2017 年 3 月份开始加强金融监管，去杠杆一
直是重点的主题。从 7 月份 5 年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到十九大，到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都一再强调。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金融监管，对于银行资产负债表
的表外业务的监管，对于通道业务的监管，对于非标产品的监管，对于资管计划
的监管都在议事日程当中。我们预期 2018 年会继续推动，我们也预期流动性可
能会相对偏紧，货币政策审慎，同时利率也会持续上升，可用信贷会有所放缓。
一方面是金融去杠杆，另一方面是开放金融市场。最近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
允许外资，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保险行业，还是证券行业都可以占有更高的比例，
甚至可以成为大股东，金融改革是两条腿走路，既有防范风险，去杠杆，加强金
融监管，也有对国际市场进一步开放。
中国经济，我们预测今后几年都是这样的态势，是有序放缓，2017 年是超
预期，最主要是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的升温，还有基建投资的加大。我们觉得从
2018 年开始，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投资也有所放缓，去杠杆持续进行下去，
中国又回到经济有序放缓的态势。今年瑞银对中国 GDP 的预测，从去年 6.8%
会慢慢回落到 6.4%，虽然有所降低，但我们认为这是更有质量的增长，这包含
着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还有对环境的监管和治理，还有供给改革进一步推进。
总体而言，我们从去年 9 月份看到非常明显的态势，中国政策稳定、经济稳
定、货币稳定，让投资者更有预期，2017 年国际资金对中国也有大幅度流入，
今年的态势也不错，内地资金流向香港的态势也持续，这也是继续利好香港的市
场。人民币汇率，我们觉得在现在的态势下，还是保持资本的管制，但同时人民
币汇率在 2017 年也是超预期的升值，2018 年我们认为总体态势是相对稳定，
双向波动，这样也让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更有信心。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从来没有
减缓，在最近几年，包括人民币去年纳入 SDR 后，它的功能进一步扩展，这是
非常大的进步，在之前石油已经以人民币定价，和俄罗斯的石油贸易，2017 年
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以人民币定价。在美元石油之外进一步有了人民币的话语权，
还有和其他货币更多地签订互换协议。再加上 MSCI 将 A 股纳入指数之后，对
人民币的需求，人民币的全球化秩序推进。
中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当中重新聚焦有质量的增长，对外发展当中，中国作
为一个崛起的新兴超级大国，向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就

是在这样的概念之下提出的。到 2049 年，也就是建国 100 周年的时候，希望把
「一带一路」全面铺开，正式建成。「一带一路」中国预计的投资量达到 7,800
亿人民币，也就是 1,000 多亿美元，所以是一个在历史上都是非常大的投资。它
覆盖 45 亿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 63%，同时伙伴国家超过 60 个，占到 GDP
的 35%。
大家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和各国合作沟通过程中向来是一个领头羊，在公元前
1 世纪，汉朝与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公园 650 年前玄奘赴印度的西行之路，从
1405 年开始是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自古以来中国
和周边国家，和欧洲国家的联系上，进一步充分把这些国家联系起来。中国作为
一个崛起的国家，向世界提供公共的产品。「一带一路」在世界各国当中对基础
设施的需求，基于我们的测算，到 2025 年新兴市场的基建有 5.5 兆亿美元的机
会。但是中国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在过去 30 年当中，基建建设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当然从一定角度上来说也增加了政府的债务。但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中国产
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新兴市场有这样巨大的需求，而且发达经济体也有对基建建
设再投资的需求。我们认为尤其是新兴市场，基本上都是覆盖在中国的「一带一
路」上，中国愿意和这些新兴国家一起推动基建的建设。我们认为投资新兴市场
的基建投资将超越 GDP 增速的 5 个百分点，对 GDP 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新兴
市场在全球基建当中所占的比重将从目前的 1/2 上升到 2/3。「一带一路」相关
建设，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推进，我们认为会帮助新兴国家建设一个
全面的新兴基础设施。现在中国已经在 20 多个国家有非常活跃的投资。“一带
一路”基建海外承包工程每年都增加，每个月签订的合同额也是呈指数级增长。
中国对海外的投资也是不断推动，2017 年有所放缓，最主要来自于资本的管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 2017 年从金额上有所放缓，但从签订的贸易
数量来看并没有真正放缓，签订的合同单数更多，民营企业有更多的参与，并且
对外投资主要是从美国、欧洲到亚太地区。
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之下，受益者包括东南亚，中国的承包商、工程企业、
房地产开发商、公路、铁路港口运营商和部分银行。在“一带一路”当中，最重
要的就是钱从哪里来，这个就请 Wendy 给大家作一下介绍。
骆昀婷：谢谢胡博，我们看到「一带一路」的投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对外投资，目前已经占到了中国总的对外投资额的 10%，达到了 300 亿
美元。从融资方向来讲，目前政策性银行，开行、进出口银行，还有商业银行能
占到主导地位，加总这三个有 80%成为了融资的主要方。其他的参与融资方包
括亚洲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银行。对我所覆盖的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来讲，
主要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发行量的影响，我们预计在 2018 年亚洲美
元债券市场的总发行量新增将达到 2,700 亿美元，这个相对于去年差不多是 15%

的增长。70%的新增发行将来自于中资发行人。另外一个影响是对于沿线国家的
主权评级，以斯里兰卡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 2016 年的时候，他的信用利差是
700 个基点，现在是 250 基点，下降了 450 基点左右。剔除美国十年债期的影
响，融资成本下降了 3.5%左右，这样对沿线国家的信用改善来讲是非常有帮助
的。去年我们看到中国招商局集团在斯里兰卡东南部口岸购买了一个港口，这个
港口的代价是 10 亿美金，斯里兰卡总的外汇储备只有 57 亿美元，赤字在 19 亿
美元，以单个购买金额来讲外汇储备和国家信用而言改善是非常明显的。
胡一帆：我们刚才讲了「一带一路」，事实上「一带一路」也包括粤港澳区域，
这也是「一带一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可以看到粤港澳包括香港、澳门和
广东在内，形成一个真正的区域战略。大家知道在粤港澳当中也是要互联互通，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高铁已经将中国 15 个特大城市连接起来，现在中国
的高铁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给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也是给
发展带来很多的优势。粤港澳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互联互通，包括经济金融上的
合作，首先是基础建设的合作，高铁会进一步延伸到香港，我们也期待香港和粤
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连通。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推动之下，我们认为大湾区会成为一个世界级都市群，从
各项数据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湾区都具有优势，大家可
以看到从经济规模上看，整个大湾区已经是世界上排名第 13 的经济体规模，仅
次于俄罗斯。如果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大湾区基本上已经超过很多欧洲国家，人
口规模达到 6,600 万。从物流实力来看，深圳加上广州，加上香港，也会在全球
占到主导作用。大湾区不仅是对整个香港，对于澳门，还有对于广东都是非常大
的一个推动和利好。
骆昀婷：说到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时候，很多朋友和投资人第一句话问我的是那
我应该买房吗？因为在过去十几二十年购买中国房地产，虽然有一些小的波动，
但总体趋势还是向上的。我们也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话题，所以就大湾区房
价做了一个研究。相比于世界目前其他三个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和纽约
湾区来讲，核心城市对于卫星城的房价比，相对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对卫
星城市的房价比是比较高的，纽约湾区是 5 倍，东京是 2.5-3 倍，旧金山是 3.5
倍。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以三个核心城市，香港、澳门和深圳的平均房价相对于周
边 8 个城市来讲是 6.3 倍。所以我们目前觉得这个房价差还是有一个收窄的趋势。
如果落实到所受益的开发商来说的话，我们目前覆盖的开发商有 30 几家，
有海外美元债的发行。在我们所覆盖的范围中，平均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配置是
20%的比例。在土地储备多于 30%的开发商当中，有我们首推的龙光地产，还
有雅居乐这些以广东为主体的开发商。我们觉得未来他们将受益于大湾区房价进
一步上升的趋势，所以他们的债券信用评级也会有所改善。
邓树勋：谢谢胡博士和 Wendy 的分享，刚才胡博提到「一带一路」东南亚部分

肯定是有机会，如果投资者要投资东南亚，他们要怎么去投？东南亚是很大的一
个市场。
胡一帆：东南亚市场也是我们这几年相当看好的市场，东南亚区域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是既有「一带一路」沿线，随着基建建设不断扩展，它对经济有巨大的提
升。第二个是东南亚国家非常受益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是中国低附加值产业
的接盘国家。中国的高端制造业在不断发展，但是对于一些传统的，比如鞋类、
服装等，由于东南亚的人力资源的优势，所以也在慢慢向东南亚扩展，这样给东
南亚国家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中国对整个区域起到非常大的稳定作用，
无论是从贸易还是货币，对这些国家都有很多的优势。在东南亚国家当中，我们
最近几年非常看好包括泰国、印度，包括这几年崛起的菲律宾，都是我们投资的
方向。当然东南亚投资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波动性比较大，我们是从货币，还
是从通胀，还是从政治上的稳定性，所以在东南亚投资当中，我们一般会推荐大
家进行投资组合，在直接投资上也是继续看好，并且这几年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
投资也有比较大的增长，这都是投资者可以考虑的方向。
邓树勋：Wendy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债券投资方面，东南亚这部分，投资者
应该怎么投资？
骆昀婷：在 2017 年东南亚的主权债是亚洲高息债当中收益最好的一个板块，有
8%-10%的收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看到指数当中 70%目前是中资的，
相对来讲 30%由其他东南亚国家组成的部分，不论是高息还是投资级别，有一
定的稀缺性。从多头基金的角度来讲，需要战胜指数的话，多配置非中资的东南
亚国家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是刚刚胡博士提到的，确实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受惠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比如斯里兰卡一个港口的收购就占到了他对外经
常项目赤字的一半，这样对他的信用是有很大改善的，所以对东南亚市场来讲我
们目前也是持乐观态度。
邓树勋：您觉得未来 12 个月的风险在哪里？如果投亚洲区的债券。
骆昀婷：我们觉得风险也是有的，比如这些东南亚国家之所以是高息，因为之前
他们的信用级别不是投资级别，他们的偿债能力受到一些投资人的质疑，譬如在
高速公路和高铁投入之后，要多长时间才能用高铁票产生的收入来归还投资者的
本金，尤其是一些高息的主权发行人，一般来说很难发行一些非常长期的，像
30 年的债券，多数是集中于 5 年或 10 年。相对于资产的收益周期是非常长的，
还本付息的压力也是有的。
胡一帆：东南亚债券，今年我们觉得可能有一个潜在的风险，我们现在预测东南
亚国家下半年可能会要普遍加息，现在东南亚国家普遍来讲投资比较活跃，消费
也比较旺盛，投资者也比较看好，但是通胀有上涨的趋势，在全球货币正常化的
态势下，我们预测东南亚下半年会有普遍加息的举措。第二个是因为全球货币政
策化，尤其是我们预测美国今年加息两次，随着美联储不断加息，随着全球的加
息，今年东南亚还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全球的资本流动，因为资本相较去年偏紧，

随着全球加息也有可能资本不像 2017 年那样会充分继续留在新兴国家。
邓树勋：「一带一路」是一个很大的梦，但是我觉得未来中国把这个政策落实的
时候，应该会面对不少的困难，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在哪里？
胡一帆：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第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资金，毕竟基
建建设需要非常大的投资，而且投资还要偿还，基建投资一般投资期限长，投资
回报比较低。中国在过去 30 年经济发展的奇迹，即使是这样，中国政府的债务
也有非常大的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能不能再创造这样的奇迹，在
资金方面的压力有多大，确实我们也会有一些担忧。
第二个对「一带一路」涉及的面是从亚洲国家一直延伸到欧洲国家，各国的
文化、政治、背景都是非常不相同的，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理念和看法。所以在项
目的顺利推进，以及项目的顺利执行上可能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
觉得只要在做，这也是全球化的进程在推动和进步。
邓树勋：从「一带一路」带到大湾区，我想问两位，如果我们真的要投，投到大
湾区的概念里面，我们可以在香港投什么？在中国除了房产以外，可以投些什
么？
胡一帆：我先从资本市场，私募基金投资的角度来讲，大湾区是香港、澳门和广
东有各自的经济上的独特优势，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金融市场、财富管理市场，
广东是制造业基地，加上高科技，尤其在深圳是一个聚集地。在这样的态势下，
大湾区首先带来几个便利，带来了人员流通的便利，带来了资本流通的便利，也
带来了很多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在广东我们继续看好高科技产业，可能会成为中
国的硅谷，所以在今后会有更多的发展，以及服务行业的各种配套。香港继续发
展金融的地位，并且是超级连系人，在融资方面会扮演非常独特的角色，所以香
港我们继续看好金融。至于澳门，赌博娱乐行业可能会有更加多元化的发展。
骆昀婷：我们除了实业房产，当然可以投资债券和股票，这些相对于大湾区概念
的债券来讲，就像刚刚说的覆盖地产商当中有 4-5 家是超配大湾区的土地储备，
从股票来讲也有深圳的科技股和地产股。就香港本地来讲也有很多发展机会，因
为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无论是在香港的写字楼市场，还是相当的住宅市场，都
看到了更多的大陆买家参与到香港的地产市场。
邓树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梦，但是我觉得对很多海外的投资者来讲，最大
的问题是未来我们应该配置多少钱到中国？也可能是东南亚这块？两位能跟我
们分享一下瑞银投资总监办公室对未来一年全球资产配置的看法，中国在里面占
的部分是多少？
胡一帆：我讲一讲瑞银对今年全球投资的看法，去年瑞银非常看好全球的股市，
市场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回报。我们看到 MSCI 中国涨了 40%，亚太区涨了
30%，就连美国都涨了 20%。在这样的态势下，现在很多投资者，无论是机构

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这个市场还能走多远。瑞银在今年
的投资中，也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年的投资报告是审时度势，我
们觉得今年和去年相比有很多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在投资策略上要做一些
调整。今年如果从基本面来看，我们继续看好全球的经济，去年全球经济增长大
大超预期，从 2016 年的 3.1%增长到全球的 3.8%，瑞银在年初的预测是 3.5%，
所以是超预期。今年我们继续看好全球经济的增长，会增长到 3.9%，但超预期
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而且这两年是比较有意思的，是全球同步增长，这基本上
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一次。今年从基本上我们继续看好，但是在投资层面，我
们觉得要关注四个方向的变化，这会影响我们今年投资的决策。第一个变化是各
国央行的政策，宽松时代结束了，那也就意味着货币的流动性会相对减少，全球
央行从净购买者变成净提供者，这会引起全球利率的上升，融资成本的上升，带
来全球资本新的流动。第二个我们看好今年新的变化是对于全球的地缘政治，随
着俄罗斯、中国在全球地位的上升，还有朝鲜问题的困扰，还有中东地区的局势
并不稳定，英国也在继续酝酿脱欧，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再加上其他国家，包括
意大利、巴西等在内的全国大选也会给市场上带来很多的波动。当然在这个波动
当中，我们从过去几年中也看到，波动影响比较多的是区域性的、局部的、短暂
的影响，我们还是要更聚焦长期。第三个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是科技，科技既给
大家带来欢欣鼓舞的收益，同时也是颠覆性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行业，也是对其
他行业造成很多颠覆性的影响。怎么在科技影响的行业当中投资也是我们关注的
焦点。最后，我们看到可持续的投资，现在全球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全球变暖、
移民问题、资源过度利用等都是我们关注今后的投资怎么办。
总体而言，今年这些变化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包括利率升高的风险，包括一
些地区潜在冲突的风险，还有债务的风险。总体而言，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保持投
资，另一方面要管理下行的风险。具体落实到投资上，今年具体来看，最重要的
还是在债权和股权方面，我们继续看好股权，也就是我们继续看好全球的股市。
我们认为今年的股市还会继续上涨，但上涨的幅度可能没有去年那么高了，但我
们还是继续看好。在当中我们特别是看好欧洲的股市，我们觉得是一个追赶的，
因为全球去年股市，欧洲涨了 7%，欧洲经济也是从去年开始慢慢复苏，所以欧
洲还有股涨的故事。美国由于放松金融、能源行业的管制，这些行业也会带来利
好。亚太地区我们也继续看好，包括中国在内。亚太区今年也有很好的投资前景。
中国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中国 2017 年和 2018 年股票指数上涨最主要的是
来自国内资金的推动，2016 年通过沪港通流入香港的资金是 2,800 亿，去年通
过沪港通、深港通流入的是 4,400 亿，今年我们预测还有 4,000 亿，而且是机构
的资金，所以会推动市场进一步上涨。所以今年我们继续看好股市。债市相对是
防御性的。
最后我们瑞银觉得今年有一件事在不确定性当中是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增
强，市场波动增强，所以今年我们特别看好全球对冲基金的组合。由于全球的政
治趋势，地缘政治的变化，我们建议投资者放弃短期的流动性，做一些更长期的
私募投资，私募投资也是和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结合在一起。比如我们现在最为
看好的比如智慧出行、大数据、保密与安全、机械人和高端机械设备的投资。

骆昀婷：我们亚洲美元债券市场中，我们相对于其他的市场参与者稍微乐观一点，
目前市场对投资级别债总的收益来看，平均范围在 0%-2%之间，对高息债总收
益的预测是 2%-6%之间，我们对整个亚洲美元债市场今年的总收益预期是
3%-4%，这相对于市场略微乐观。至于多少是在亚洲，美元债投入到中国呢？
今年新增发行是 70%，我们觉得最低配置在 50%-60%左右。至于具体的投向来
讲，我们目前比较看好短期的 1-2 年，收益在 5%左右的高息地产债，还比较看
好中国的城投在美元市场的发行，因为城投是比较争议的，因为有一些小的违约
事件在不断陆续出现，而且之前有一些地方政府调节去年的 GDP 数字又引起市
场的波动。但是只有在有争议的市场上才有投资的机会，所以为什么城投债相对
于其他同评级的债券能给 60-80 个基点的折让，在我们看来，比方说一个 BBB
级别的城投债给到 280 基点的利用利差，相对于其他的平均值差不多在 200 左
右，我们觉得已经能够补偿这个风险，所以也比较看好目前的城投债。在银行板
块，我们觉得基本面有所改善，但是价格已经非常贵。在非银行金融方面，我们
比较喜欢资产管理公司，像信达、华融这些。
邓树勋：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提问：我是欧洲货币的香港记者，想请问各位专家 2018 年人民币国际化何去何
从？刚才胡博士提到尽管人民币外汇不太稳定，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是继续
的。不过在 2017 年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把资金引进来，包括债券通等措施。
2018 年，我们会不会看到更多把资金走出去？把资金带出去的方法是「一带一
路」，我们刚才谈了很多，但「一带一路」很多项目都是以美元计价，包括美元
债券，请问各位专家觉得明年会不会有一个转变，看到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或融资工具支持「一带一路」的项目？尤其是刚才提到斯里兰卡的港口，招商局
港口在尝试发债，人民币给「一带一路」融资的方法和走向有什么期望？
胡一帆：今年人民币相对稳定，确实比较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之前几年都
是在人民币贬值的态势下，但从来没有停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从去年底来看
人民币是升值了 6.5%，今年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态势。人民币国际化表现在很多
方面，第一个人民币在去年 10 月加入了世界国家基金组织 SDR 一篮子货币，
其中占到 10%左右。当然全球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在加入 SDR 一揽子之前
不到 1%，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到了 1.8%，这个增长非常快速。就在昨天，在一
个论坛上，德国也说会把人民币作为外储货币，所以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把
人民币作为外储货币。中国加入 SDR 之后也扩展了 SDR 的功能，不仅仅是储备
的计价货币，在投资方面也有更多的拓展，也更多地扩展人民币的功能，比如在
去年发行了以 SDR 计价的债券，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也是对人民币的推动。
第三是人民币的互换协议，人民币在区域的货币稳定，在全球的货币稳定当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和二三十个国家都签订了货币互换的协议。人民币在
定价当中是非常有利的，石油和黄金用人民币定价，人民币前几年是跟俄罗斯已

经用人民币定价，去年最大的推动就是跟沙特用人民币定价，今年更会发展人民
币石油定价的期货市场，这都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一带一路」更是助推
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当中，已经是用人民币来做贸易结
算。人民币这几年在贸易结算当中使用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在贸易结算当中的全
球第三大货币。所以人民币全球化的进程会继续推动。
骆昀婷：刚刚您提到债券通以及国内的债市确实不可小觑，整个中国债市，国内
的债市已经是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大的债市，一共有 100 亿美元的规模，目前为
止外资占到这个市场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可能只有 1%-2%。目前瑞银资管、布
莱得、富达基金刚刚获取了在国内发行债券基金的资格。在等候列表当中的还有
100 多家的外资资金管理公司要参与国内的债券市场。您说的在海外的中国公司
发行海外债券，虽然债券市场有波动，但一直活跃，向香港证券交易所申请，包
括在新加坡上市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以「一带一路」的名义向中国的深交所
和上交所申请了差不多 30 亿人民币的额度发行人民币债券，这是我们在债市看
到的一些发展。而且我们对国内债市的预期，过去五年是 35%的速度增长，在
未来增速也会是比较强劲的。
邓树勋：这是问胡博士的问题，在美联储加息的情况下，对中国和香港的影响。
胡一帆：我们瑞银判断是加息两次，但是这个判断是在今年美国减税之前作出的，
美联储现在预期是 3 次，市场上基本预测 2-3 次。最近看到随着美国经济不断
向好，市场不断走高，通胀也在上升，最近也看到有些大行调整到 4 次。我觉得
实质上加息几次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预期和美联储最后加息之间的差距到底有
几次。2018 年基准情形还是加息 2-3 次，但是我们不排除有向上的风险，有可
能加息比你想象得多，我觉得加息比想象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是通
胀可能会比预期要高，第二个央行对市场的看法会不同，对市场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小，美联储新的主席鲍威尔延续了耶伦的观点，美联储在方向
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对第一个假设通胀有没有可能高于预期，我们就不排除这
样的可能性。美国在 2017 年的通胀还比较吻合，最主要的是一些短期的因素，
油价在年初的时候下跌，第二是美国的工资。2018 年有可能这个因素会产生相
当快的上涨，因为现在随着经济继续向好，所以瑞银在 2018 年会非常关注下面
几个指标，第一个是美国每小时的时薪，现在涨幅是在 2%左右，如果每小时时
薪超过 3.5%就会给我们敲响警钟。美联储的通胀率现在是 2%左右，如果超过
3%也要敲响警钟。还有美国现在 2 年期的债券，现在是在 2%以下，如果超过
2.5%也会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年的基准情形是加息 2-3 次，但是不排除有向上
的风险。如果美联储一旦加息超预期，确实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美联储
的加息也会加快其他央行的加息。
另外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在 2017 年之前都是钱多利率低，所

以资金除了涌入发达经济体之外也涌入新兴经济体，除了涌入股市之外也涌入债
市，债股全球同涨。流动性，央行从资产的净购买者变成净提供者，资本流动可
能会更青睐于美国或其他的国家，确实会对全球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于新兴国
家。
对于中国市场就没有太大的影响，资本管制，这就比较容易。对香港市场有
一个优势，我们的资金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全球市场，另一方面来自内地
市场，当然不是实质流动，通过深港通、沪港通。今年我们继续预测有差不多
4,000 亿左右的资金流入。并且从去年 44,00 亿的资金当中，60%来自于中国的
保险资金，20%来自于中国的共同基金，15%来自中国的对冲基金和其他的财富
管理基金，个人投资占到 5%，以前是以个人投资者散户为主，这些基金投资都
是比较稳健。今年除了基金投资之外，还有大块头加入，就是中国的社保，因为
社保基金可以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在香港投资，从去年慢慢开始，今年应该是大
规模配置。我们觉得全球资金，美国超预期会对全球的资金有影响，但是对香港，
我们觉得现在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国内，我们继续看好香港市场。
邓树勋：我们听了那么多，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如果真的要投中国这个
梦，可能不是一年，而是 5 年、10 年的时间，您可以给到大家最好的建议是什
么？
胡一帆：我们特别看好中国的制造业升级换代主题，当中有 8 个行业我们特别看
好。第二个是环境保护的再改善，包括绿色债券、绿色金融和绿色资源。我们看
好国企改革板块。金融改革会持续推进，我们继续看好大金融的板块。
骆昀婷：我看好亚洲美元债市场，因为亚洲美元债市场目前是非常小的规模，现
在是 1 万亿美元，但相对于美国来讲，相对于中国国内债市的市场，未来增长还
是很大的潜力。而且在居民的资产配置来看，目前 65%都是在房产，5%-10%
是现金，还有 20%是基金理财。股票和债券是非常小的一个比例，随着未来个
人投资者越来越成熟，他们可能会从房产，或者从现金当中转移一部分钱到债券，
所以我们觉得中国债市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邓树勋：谢谢胡博和 Wendy 跟我们分享她们对中国梦这个板块未来的投资方向，
也谢谢各位来到由瑞银赞助的中国梦为主题的讨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