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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益債券及貸款：於充滿
風險的環境中尋找價值

固定收益

霸菱視野

市場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蔓延、油價下跌及環球經濟陷入衰退感到憂慮，令各個市場的表現嚴重受挫，當

中包括環球高收益債券1及槓桿貸款市場。儘管市場上不斷出現具有價值的投資機會，但同時亦滲透著風

險，因此必須小心應對。

Martin Horne
環球公共固定收益

及環球高收益投資總監

David Mihalick 
美國公共固定收益

及美國高收益投資總監

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影響已導致經濟惡化，而隨著環球各國逐漸適應旅行禁令、學校停課及居家辦公等新常態，可能會繼續令消費者

情緒嚴重受壓。於最近幾週，高收益債券及貸款市場已因此受到全面影響，債券及貸款的息差擴大已超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2011年）

、商品危機（2016年）及2018年第四季市況波動的水平。儘管目前的息差擴大幅度並未達至環球金融危機期間的水平，但最近幾週的資

產價格走勢及波幅難免會令人回想起該時期的市況。

1. 為本文之目的，高收益債券是信用等級已獲得次級投資級別債券。次級投資級別是指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或惠譽國際評定的“BB+”

或更低的級別，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評定的“Ba1”或更低的級別，或其他國際認可的評級機構的同等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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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近期的急跌並非由於現階段企業發行人的相關信貸基本因素發生變化，而是由外來或無法預料的衝擊所致，這不禁令人回

想起2008年金融危機的情形—當時是因為雷曼兄弟破產，而現時則為全球疫情大流行。話雖如此，疫情持續的時間及所產生

的嚴重性仍然是未知之數，但持續的時間越長，基本因素惡化的情況則將越嚴重。有見及此，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的事態

發展，並根據市況不斷監測及重新評估我們的觀點。

縱觀目前的市場，儘管我們預計基本因素將會減弱，但我們認為目前的息差（已高出基本利率600至1150個基點）可能為企業

盈利的實際風險提供充分有餘的補償。儘管違約率可能會上升（尤其對幾個面臨困境的行業而言），但我們認為這些行業的違

約率仍然處於可控水平，並集中於可識別的領域。企業盈利方面，我們預計一旦供應鏈恢復正常，以及企業回復到市場認為的

正常貿易狀態後，大部分發行人的盈利能力有望從疫情中相對迅速地複蘇。考慮到事件性質極端，我們亦相信，投資者將理性

行事，並在必要時提供流動性支持，以幫助企業度過難關。此外，在近期大量的再融資活動後，該領域的許多企業已妥善安排

其到期日的問題。再者，加上在基本利率偏低的環境下，應有助企業減低隨後經濟疲弱所帶來的影響。

從福特近期被下調評級中可見，鑑於油價下跌及新型冠狀病毒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市場出現大批「墮落天使」（投資級別中最

低評級的債券被降級至較高級別的高收益債券）的可能性於最近幾周顯著上升。事實上，摩根大通估計在2020年可能會有多

達2,150億美元的債券（或占投資級別指數近4%）被下調信貸評級，這將創下歷史新高。我們預計買家將賣出某些發行人的債

券，以便騰出空間買入因評級下調而進入市場的新發行人，這可能會為高收益債券市場部分領域帶來技術面壓力。然而，倘若

高收益債券市場開始由更優質、流動性更高的發行人提供傳統上所預期的收益率（及潛在總回報），「墮落天使」的數量增加

於長遠而言可能對高收益債券投資者更有利。

圖一：  歷史而言，市場在息差擴大後會表現強勁

12個月總回報按最大息差計算。
過往表現不可作為未來表現的指標。
1. 資料來源：洲際交易所集團美銀美林BB級別歐洲貨幣高收益指數(HP10)（對沖至美元）。
2. 資料來源：洲際交易所集團美銀美林B級別歐洲貨幣高收益指數(HP20)（對沖至美元）。
3. 資料來源：瑞士信貸西歐槓桿貸款指數（以非美元計值）（對沖至美元）。
4. 資料來源：洲際交易所集團美銀美林BB級別美國高收益指數(H0A1)（對沖至美元）。
5. 資料來源：洲際交易所集團美銀美林B級別美國高收益指數(H0A2)（對沖至美元）。
6. 資料來源：瑞士信貸槓桿貸款指數（對沖至美元）。

環球金融危機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商品危機 2018年第四季 31/3/2020

市場 最大息差 12個月總回報 最大息差 12個月總回報 最大息差 12個月總回報 最大息差 12個月總回報

目前的

息差水平

歐洲BB級別 

高收益債券1

1566個基點
(11/12/2008)

65.4% 801個基點 
(04/10/2011)

26.2% 505個基點 
(11/02/2016)

14.9% 398個基點  
(11/12/2018)

14.4% 582個基點 

歐洲B級別 

高收益債券2

2604個基點
(24/11/2008)

90.1% 1193個基點
(04/10/2011)

33.4% 772個基點 
(20/01/2016)

17.8% 740個基點 
(11/12/2018)

13.6% 1150個基點

歐洲貸款3 1987個基點 
(18/12/2008)

48.1% 901個基點
(06/10/2011)

10.6% 584個基點  
(01/03/2016)

9.5% 458個基點 
(31/12/2018)

7.5% 998個基點

美國BB級別 

高收益債券4

1444個基點
(16/12/2008)

54.4% 683個基點 
(04/10/2011)

20.3% 582個基點 
(11/02/2016)

19.4% 363個基點 
(27/12/2018)

16.3% 641個基點

美國B級別

高收益債券5

2084個基點
(21/11/2008)

56.8% 923個基點
(04/10/2011)

21.3% 900個基點 
(11/02/2016)

25.9% 579個基點 
(27/12/2018)

15.0% 957個基點

美國貸款6 1859個基點
(16/12/2008)

45.4% 757個基點
(26/08/2011)

10.7% 700個基點  
(16/02/2016)

12.5% 552個基點 
(28/12/2018)

8.2% 974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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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優質企業的基本因素狀況是穩健的，
而且其盈利不太可能受到重大影響，但這些企業的債券價格卻大幅下跌。」

某些行業會較其他行業更容易受影響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產生的影響不一，某些行業及企業較容易受到影響。儘管在一定程度上已

在市場上得以反映，但市場普遍顯著下跌，我們認為這並不能作為整體基本因素狀況或複蘇可

能性的指標。例如，許多優質企業的基本因素狀況是穩健的，而且其盈利不太可能受到重大影

響，但這些企業的債券價格卻大幅下跌。另外，食品生產商、電纜供貨商及包裝公司的運作似乎

大致如常，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從現時較強勁的銷售中受惠。我們相信疫情結束後，這些企

業很可能會復蘇得最快，而市場似乎並未反映這方面的因素。

此外，許多企業亦會在短期內面臨挑戰，但仍具有良好的長線增長前景。儘管這些企業可能需

要流動資金來渡過短期的難關，但其根基於疫情爆發前穩健，於疫情過後很可能會有良好的表

現。電影院營運商、旅遊公司及體育特許經營業務（如一級方程式賽事）就是個中例子。儘管這

些行業及相關企業在短期內受到社交隔離趨勢的負面影響，而且越來越多企業被強制（暫時）停

業，但當疫情結束後，其需求可能會出現大幅回升。

受疫情直接打擊的行業遭受的影響最為嚴重亦不足為奇。能源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行業

的表現在過去幾年一直受壓。除受到疫情影響外，該行業亦因油價下跌而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而日後的違約率無疑會急升。由於能源業占美國高收益債券市場約10%，該市場面臨的挑戰可

能最為嚴峻。相比之下，由於能源業佔高級抵押債券及歐洲高收益債券市場分別約5%及3%，預

計該等市場所受到的影響會相對較小2。

零售業則是另一個例子，該行業中有許多高槓桿企業已一直面臨挑戰，而目前該行業正面對門

市需停業數週甚至幾個月的情況。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無法在這些行業中精挑細選具有價值的企

業，但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行業及企業受到的衝擊更為嚴重，並需要更長的時間回复。除了精選

投資機會外，我們認為從風險回報率的角度來看，目前這些領域的吸引力較低。

2. 資料來源：美銀美林。截至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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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率會達至什麽水平？

我們很難準確地說明違約率最終會達至什麼水平。概括而言，我們認為可能會有出現兩類的違約情況，但需謹記疫情持續的時

間及所產生的嚴重性仍有待觀察。

第一類為優質企業債券，這些企業可能只因此次特定事件而發生違約。儘管這些企業可能會終止票息及／或尋求流動性支持（

不論是向債券投資者或股票投資者），但我們相信企業將會獲得支持。因此，我們認為這些企業很有可能在疫情過後反彈，而

損失亦因而相對較小。

第二類為在疫情爆發前被視為具有較高風險的企業債券，例如於去年年底表現受壓或低迷的企業債券。對於關鍵點以低於美元

（或歐元）價格交易的企業債券進行簡單分析（圖二），可大致了解此類企業債券在市場中所佔的比重。我們認為這些企業可能

已經準備進行資產負債表重組，而此次事件可能會令重組步伐加快。就此而言，我們預計中期復蘇將更符合市場先例。挑戰肯

定會於短期內加劇，尤其是這些重組發生於股市估值仍然低迷的時候。然而，我們相信長遠而言價值回升的可能性很大。

事實上，儘管違約可能會為本金帶來損失，但投資者通常在重組程序中有機會追償部份本金。儘管過往追償率並非未來結果

的指引，但若考慮到無抵押高收益債券的長期追償率為50%（十分接近長期平均追償率），顯示息差約900個基點，意味著整

個市場的違約率約為18%，遠超過環球金融危機期間約10%的水平。但如上所述，這種情景對整個市場而言可能過於悲觀。

從過往經驗中所得出的啟示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可能會令環球經濟陷入衰退，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溫和的衰退對信貸市場未必是壞事。大部分高收益債

券發行人均具有足夠的靈活性，能夠在經濟疲弱期間繼續償還債務（尤其在事後證明屬影響溫和而短暫的時期）。

儘管不能對這場危機掉以輕心，尤其是考慮到疫情為全球造成的慘痛代價，但值得重申的是，金融市場往往會對新聞頭條反應

過度（不論是負面還是正面消息），並經常於市場錯配或波動時出現短期定價低效的情況。

圖二：  2019年年底表現受壓或低迷的信貸

資料來源：霸菱、瑞士信貸及洲際交易所集團指數平台。各個市場的代表性指數包括瑞士信貸槓桿貸款指數、瑞士信貸西歐槓
桿貸款指數、洲際交易所集團美銀美林美國非金融高收益限制指數及洲際交易所集團美銀美林歐洲貨幣非金融3%限制指數。
僅供說明用途。

80及以下 85及以下 90及以下

美國貸款市場 2.9% 5.5% 8.6%

歐洲貸款市場 1.0% 1.8% 5.5%

美國高收益債券市場 3.6% 4.4% 6.4%

歐洲高收益債券市場 2.0% 2.8%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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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金融危機以來的十幾年期間，宏觀經濟或地緣政治因素導致多次逐險／避險情緒的時期。市場下跌持續時

間會由數星期到數月不等，但通常隨後會迎來復甦及和上升。事實上，在市況波動的時期，信貸市場的跌幅

往往低於股票市場，而隨後回升的速度亦會較快（圖三及圖四），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幾乎沒有例外。

於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高收益債券息差急劇擴大，所有市場普遍錄得大幅下跌，從最高點下跌至最低點

均達至30%或以上。各個市場於一年內大致收復失地，而12個月總回報均錄得超過40%。債券及貸款市場於

2011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期間再度下跌，息差雖然顯著擴大，但未達到環球金融危機期間的水平。歐洲債券

及貸款市場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市場隨後在第二年回升，歐洲B級別

債券的12個月回報約為33%。

2015年能源及商品價格下跌時亦出現類似的情況。受油價下跌影響，高收益債券及貸款市場錄得負回報，

而息差（尤其是美國債券及貸款）亦有所擴大。隨後不到六個月，市場回升並普遍錄得正回報。最近，於

2018年第四季，新聞頭條引起的動盪導致債券及貸款息差擴大，擴大幅度超過環球金融危機後時期的水

平。市場在隨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迅速回升，而按年表現亦十分強勁。

儘管每次危機都不盡相同，但我們以前亦經歷過類似的情況。若能小心應對，我們知道危機最終亦會帶來

顯著的投資機遇。

圖三： 過往波動時期內的最大跌幅

圖四： 跌幅後反彈所需月數

資料來源（圖三及圖四）：瑞士信貸槓桿貸款指數、瑞士信貸西歐槓桿貸款指數（非美元計值，對沖至歐元）、
洲際交易所集團美銀美林美國非金融高收益限制指數、洲際交易所集團美銀美林歐洲貨幣非金融高收益3%限
制指數（對沖至歐元）、標準普爾500指數及歐洲斯托克600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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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應嘗試擇「機」而行

歷史證明投資者幾乎不可能有效地選擇進出高收益債券及貸款市場的「時機」。相反，長遠而言，靈活的方

法往往最為有效，當價格與基本因素價值脫鉤，以及相對價值出現時，投資經理可於債券及貸款之間（以及

在各個地區之間）靈活配置。

縱觀目前的市場，除了在傳統高收益債券及貸款市場物色到投資機會外，於成交量較少及低於投資級別的

信貸市場中亦開始出現機會。例如，不良債務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而全球疫情大流行可能正是投

資者等待已久的觸發點，藉此將更多資金配置到該投資策略中。儘管我們認為下一個週期可能會出現許多

機會，但這市場仍存在多項挑戰。因此，對於追求超額回報的投資者而言，廣泛配置於各種交易類型、規模、

資產類別及各個地區至關重要。

抵押貸款證券亦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儘管投資者對該資產類別存在一些憂慮，但我們認為該資產

類別往往容易被誤解，而個中裨益亦被投資者忽略。特別是相對於傳統債券及貸款，抵押貸款證券不僅提供

獲取更高收益率的機會，同時具有多元化及增強結構性保障等額外裨益。儘管投資於該資產類別並非全無

風險，例如目前面臨的其中一個憂慮為近期貸款市場疲弱可能會帶來挑戰，但長遠而言，該資產類別亦會帶

來穩定的經風險調整後回報及相對較低的違約率。

目前尚未能量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相關的經濟增長放緩所帶來的長期影響。情況轉好之前很可能會進一

步惡化，投資者無疑會被迫應對波動的市況，而且仍要面對不斷出現的負面消息，反映目前對所有人而言都

極具挑戰性的現實。儘管如此，市場上仍然不斷出現投資機會，鑑於市場價格下跌，投資者無需承擔太大的

風險以獲取具有吸引力的回報。於高收益債券及貸款市場的較高級別部分，以及不良債務及抵押貸款證券

等領域方面，長期風險回報前景變得尤其具有吸引力，但投資者亦需保持警惕。

如上所述，投資者不可能有效地選擇進出市場的時機。但從以往經驗來看，堅定地專注於基本因素及「由下

而上」的逐項信貸分析，有助於洞悉於疫情過後繼續積極發展的發行人，而這場危機最終可能證明是一個創

造價值的機會。

「市場上仍然不斷出現投資機會，
鑑於市場價格下跌，投資者無需承擔太大的風險

以獲取具有吸引力的回報。 」



重要資料

本文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承諾。

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因直接或間接使用本材料或者據此進行投資所造成的一切後果或損失，霸

菱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本文非基金宣傳推介材料，亦不構成任何法律檔。

本文所載的市場觀點、投資策略或業務流程有可能因發布日後的各種因素變化而調整，公司在對其進行更新時不會另行通

知，本文所載內容也不構成公司對市場觀點、投資策略或業務架構的承諾。

若本文轉載第三方報告或資料，轉載內容僅代表該第三方觀點，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本文版權歸霸菱所有，未獲得本公司事先書面授權，任何人不得對本文內容進行任何形式的發布、複製。如引用或轉載本材

料所載內容，務必聯絡霸菱並獲得許可，並需註明出處為霸菱，且不得對本文中的任何內容進行有違原意的刪節和修改。

霸菱對本文保留一切法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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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BARINGS.COM

霸菱為一家管理逾3,380億美元*資產的環球金融服務公司，致力滿足客戶多樣化、個性化的投資及 

資金需求。通過主動型資產管理及專業管理，我們於公募及私募市場中提供創新的投資方案及 

不同的投資機遇。作為美國萬通的子公司，霸菱擁有強大的環球業務版圖，其商業及投資專業人士 

遍及北美、歐洲及亞太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