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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四季回顧及展望

看好小型股的四大理由
Francis Gannon
聯席投資總監暨董事總經理

美國小型股 40 年來表現最差的季度之一

在2018年第四季，
羅素2000指數
成份股中
下跌股票的佔比

2018 年最後三個月美國小型股指數下跌 20.2%，這個跌幅有多嚴重？這次跌市
的幅度、範圍以至速度雖未能創下紀錄，亦稱得上顯著。羅素 2000 指數內 89%
的成份股均在該季度錄得負回報，相比起 2008 年第四季度悲觀情緒籠罩的大跌
市中，亦「只有」87%的成分股報跌。

89%

小型股指數在季內錄得成立 40 年以來最顯著的跌幅之一（過去 160 個季度中，
只有六季表現較之遜色），而且範圍也最為廣泛。歷史上只有三季（1987 年第
四季、1990 年第三季和 2011 年第三季）的下跌成分股佔比超過 89%。
此外，季內波幅加劇。就羅素 2000 指數而言，單日變幅達 1%以上的交易日佔
54%，相比年內首三季則只有 22%。當然並非只有美國小型股面對困境。環球
股票不論市值大小，在第四季度均表現波動及受壓。

2018 年：先甜後苦
市場表現
截然不同

14.3%
-22.1%

羅素2000指數
2018表現
年初至
8/31

市場在 2018 年最後四個月反覆波動，令全年表現成為真正的先甜後苦。指數全
年下跌 11.0%，先後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市況：首八個月升市，期內股價大致平
穩上揚。然而，當羅素 2000 指數在 2018 年 8 月 31 日創下歷史新高後（年初至
當日上升 14.3%），小型股便開始出現回吐，但若計算年初至 11 月 30 日小型股
仍錄得 1.0%的升幅。

8/31-12/31

至 12 月份，羅素 2000 指數的下行趨勢顯著加強，該月急跌 11.9%。年底前，
羅素 2000 指數全部 11 個行業均於 2018 年第四季度內報跌，其中 10 個的全年
出現負回報（只有公用事業勉強錄得正回報）。與商品相關的週期性行業（能源
和物料）在季末及整個曆年出現最大跌幅，健康護理和工業亦於季內大幅下滑。
總括來說，10 個行業於季內錄得雙位數字的跌幅，若以 2018 年累積全年計，整
體上有 5 個行業（能源、金融、工業、物料和房地產業）出現雙位數字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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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深感困惑的大跌市
市場在 2018 年普遍下跌，但情況並不只局限於美國，絕大部份海外市場亦告失
守。自 2008 至 2009 年及 2011 年以來，環球股市從未出現類似 2018 年的狀
況。然而，上述兩段時期均存在一個明顯的刺激因素。在 2008 至 2009 年，環
球各地陷入經濟衰退陰霾，並受金融危機影響。在 2011 年，經濟衰退的恐慌持
續不散，猶如受金融危機後遺症所滋長的病毒一樣肆虐。小型股過往下跌時（包
括 2001 至 2002 年及 1998 年），亦同時出現經濟衰退或國際金融危機。
至今，雖然衰退風險確實存在，但直至年底也並無實現。因此，我們認為值得強
調的是，當小型股下跌 20%或以上時，幾乎都同時出現經濟衰退、利潤減弱或
金融危機，而 2018 年並無出現這些情況。

市場與基本因素脫鈎

羅素2000
指數
2018年
回報
-11.0%

7.8%
按年經營
收入增長

事實上，即使大部份經濟指標從高位回落，但仍然穩健向好。有跡象顯示樓市、
汽車及近期消費信心放緩。聯儲局對部份地區前景的調查亦反映經濟減慢跡象，
但並非收縮。
同樣重要的是，小型股的按年經營收入增長與 2018 年的回報脫鈎，反映主要基
本因素優勢依然存在，但投資者似乎於拋售期間忽略了這一點。

跌市模式似曾相識
2018年第四季度跌幅：情況似曾相識
羅素2000 羅素2000
價值指數 增長指數

-18.7%

-21.7%

錄得盈利 沒有盈利
的公司
的公司

-19.1%

-25.6%

然而，雖然令人不快，但是次跌市在大部份方面都似曾相識：例如小型股的跌
幅高於大型股，情況與不少熊市相符，因為小型股較大型股更早進入熊市區間
（跌幅 20%或以上）。
小型股內，價值股表現勝於增長股，派息股的跌幅少於非派息股，而錄得盈利
的公司則優於沒有盈利的公司，防守股至今亦較週期股優秀。上述所有情況基
本上與歷史相符。
小型股的表現模式符合往績，這點使人安心（儘管面對短期壓力），亦增加我
們對未來發展預測的信心。

經濟衰退還是風險重置？
在 2018 年底，市場價格似乎已反映經濟衰退的嚴峻局面，不論經濟衰退是源於
本土因素，抑或是美國史上首次從中國、歐洲和日本輸入經濟放緩。儘管經濟仍
可能於 2019 年出現衰退或顯著放緩，但我們反而希望強調的是，市場近期回吐
似乎源於投資者以宿命論詮釋數據。
我們憂慮經濟可能陷入衰退（不論源於本土或海外輸入），是因為大市的動盪根
本與經濟數據不符。雖然中國、歐洲及日本這些重要的經濟體明顯增長減慢，但
並無出現衰退。
同樣地，孳息曲線倒掛產生憂慮並導致市場拋售，儘管曲線倒掛歷史上都必然預
示經濟衰退（但並非成因），不過我們關注的是 2 年與 10 年期債券孳息曲線仍
未倒掛，而過往當孳息曲線倒掛時，經濟收縮可以長達 20 個月之後才出現。
作為「由下而上」挑選小型股的投資者，我們更依賴對企業的所見所聞，多於宏
觀數據和趨勢。有見及此，我們相信經濟和盈利增長可能在 2019 年減慢，但並
非收縮。根據企業管理層提供的資料，以及我們進行的行業分析及供應管理協會
數據，均反映適度的樂觀情緒，絕不是恐慌或慘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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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看好美國小型股的四個理由
1. 羅素 2000 指數在 2018 年報跌，是其歷史上第 12 個錄得跌幅的曆年。在過往
11 個曆年中，有 10 個在翌年錄得升幅，平均年回報率為 21.1%。（唯一例外
的是 2007 年至 2008 年。）
羅素 2000 指數下跌是否買入訊號？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羅素 2000 指數下跌的曆年及翌年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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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市場週期的角度來看，目前熊市階段會出現相似結果。在過去一年，小型股
由先前高位下跌 20%或以上，是歷史上的第 11 次。綜觀過往 10 個 20% 以上
的跌市，其中 9 個內，指數從高位下跌 20%的第一天起計算，隨後平均一年回
報率為 19.4%。（例外的是 2008 年至 2009 年）。這些歷史例子顯示指數在
2019 年很大機會表現造好。
買入小型股的良機？
羅素2000指數五年平均年回報
（自成立以來）

10.7%
4.4%
最新

每月滾動平均數

3.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總回報計，羅素 2000 指數的五年平均年回報率
為 4.4%。經歷數季上升後，現時的最新數據顯著低於該小型股指數成立以來
的歷史平均 10.7%（以五年平均每月滾動計）。這種轉變支持我們的觀點，即
未來五年的表現可望優於過去五年（多年來首次出現這種情況），特別是對主
動型的小型股投資者而言。
4. 現時小型股估值更為合理。由於小型股股價下跌和利潤上升帶來吸引力，根據
我們偏好的企業價值／息稅前利潤指標（撇除虧蝕公司的中位數），羅素
2000 指數的估值從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 19.5 倍，下降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 16.4 倍。
我們認為，儘管許多小型股持有龐大債務及／或缺乏盈利，但羅素 2000 指數於
年內仍創歷史新高，小型股的回報已高於基本因素可支持的水平。在 2018 年第
四季度，市場表現似乎特別恐慌，導致過度調整，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基本因素
（例如經營收入增長）較估值所反映的更為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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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型投資經理的機會 — 動用資金入市
小型股大特價？

從過去52週高位
下跌%

羅素2000
指數
成份股
平均表現

雖然熊市帶來不少挑戰，但我們作為主動型投資經理，亦慶幸我們的投資組合
管理團隊擁有充足的跌市投資經驗。我們認為，深入了解過往調整時期的市場
動態十分重要。

-37.2%

在市場調整的過程中，我們一直致力把握各行各業展現的吸引長線買入機會，
例如從事能源服務、休閒車零件、基建、激光光子學、貨運、銀行、門診健康
護理設施和半導體資本設備的企業。羅素 2000 指數成份股從過去 52 週的高位
平均下跌 37.2%（直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考慮到這一點，相關調整已令股
價跌至吸引的水平。
我們持續看好我們最熟悉，並深信能有效應對逆境的公司。
踏入 2019 年，我們對相關企業充滿信心，因其普遍現金流穩健、估值適中、管
理得宜和前景向好。這些企業看來最有能力抵禦現時更為動盪和不明朗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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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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