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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季度小型股回顧

非常時期的典型反彈
Francis Gannon

經歷 2020 年第二季的強勁反彈後，小型股接下
來又會如何？

特許財務分析師
聯席首席投資總監
暨執行董事

環球股市在 2020 年第二季度顯著反彈，強勢收復 3 月中因應
新冠肺炎疫情而封城並出現的大市低位。在次季，反映小型
股表現的羅素 2000 指數升 25.4%，扭轉第一季度有史以來最
差的季度表現，成為指數成立 40 多年以來表現最佳的三甲季
度之一。
儘管市場持續波動，而且投資者相當擔憂經濟狀況，但股票
表現與以往衰退時期曾出現的歷史性反彈情況一致。全球公
共健康危機無疑是一個前所未見的跌市成因，但隨後的股票
走勢與歷史高度吻合：微盤股表現領先小型股，而小型股表
現優於大盤股。這個熟悉的復蘇模式，在短期前景仍不確定
的環境下，為我們注入一定的信心。
對比圖：2020 年季度回報（按市值）
2020 年第二季度升幅幾乎抵銷了第一季度的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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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日子中有熟悉的現象
同樣讓我們感到鼓舞的是，到目前為止，當前的異常現象首
先局限於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此觸發了熊市；其次只限於股
價升跌的極端速度。大小不同市值公司的回報和歷史的表現
都吻合，而其他因素（包括週期性和認知風險）亦符合我們
在第二季度的預期：週期性行業表現勝過防守性行業；高槓
桿股優於低槓桿股；低質股（以股本回報率計）的表現逐漸
緊貼優質股；不派息股領先派息股。
在跌市初期，投資者似乎最擔憂環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狀況，
後者已令市場喚起金融危機的慘痛記憶。聯儲局為市場注入
充裕的流動資金，快速消除投資者對後者的擔憂，有助大市
在 3 月中開始回穩。儘管隨後的經濟消息未見向好，但所引
起的擔憂已遠不及預期，並帶動市場大致從 5 月中開始見底
回升。隨著投資者的認知在 5 月份改變，週期股表現超越防
守股，令小型股內的排名形勢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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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地位在季度內出現變化：週期股對比防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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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 2000 指數內的週期股初期表現落後，但在 2020 年第二季度強
勢上升，跑贏防守股。
2020年3月31日至2020年5月15日
12.7%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過往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本
資料僅供說明用途，不反映實際投資回報。

2020年5月15日至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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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其他例子可以說明市場從 2020 年首季到次季的「掉頭」
走勢。表現領先和落後的行業也出現相反情況：公用事業從
榜首跌至榜尾；非必需消費品業則正好相反，由次末晉身成
表現最佳的行業。

週期股

防守股

週期股

防守股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過往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本
資料僅供說明用途，不反映實際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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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市場的升勢已令部分投資者卻步。他們質疑在經濟仍然
顯得低迷的時期，股價如何繼續攀升。不過，這也符合歷史
情況。大市一般具有前瞻性，更關注未來事態發展而非當下
形勢。2009 年的情況正是如此：當時股市在 3 月份見底，但
經濟衰退一直持續到同年 6 月份才結束。

價值股何去何從？
與 2020 年次季的典型市場行為相比，價值股的表現屬例外，
使人感到疑惑。不論是微型股以至大型股，價值股的表現都
明顯失色。在市場復蘇還是下跌期間，價值股的回報都落後
於增長股。此遜色表現，導致其過去十年大部分時間的相對
表現更進一步令人失望，只有 2016 年例外。
價值股持續落後，扭轉了八十年代以來的固有模式——在三
年或更長的時期內，價值股通常表現優於增長股。價值股表
現遜色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說是環境不利，尤其是低息和經濟
增長緩慢平穩的環境一般利好增長股，利淡價值股。另外，
基本因素也帶來影響。整體經濟日益偏重以概念及／或輕資
產業務，而佔價值股領域較高比重的重資產業務模式則顯得
格格不入。不過，即使整體小型價值股的前景好壞參半，主
動型投資經理仍可挑選估值偏低且極具吸引力的良機。

投資展望：差異 = 機遇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當納斯達克指數在 6 月底再創新高時，
羅素 2000 指數仍遠低於 2018 年 8 月份的高位，差距達 14.9%。
我們認為這個落差十分重要，可能令部分投資者錯誤相信小
型股已經見頂，對投資於這類資產感到猶疑。雖然其他市場
領域顯得過熱，但小型股卻未見跡象，尤其在考慮個別小型
公司的時候。
對比小型股最近兩次急跌後回升的情況，投資者或可得到一
點啟示，即分別在 2000 年到 2002 年，以及 2007 年到 2009
年。綜觀這兩段期間，小型股在跌至低谷後的兩年計分別反
彈 80.4%和 145.6%，升幅遠超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的低位直
到 6 月底、羅素 2000 指數累計 46.0%的反彈幅度。因此，根
據歷史表現和目前的市場週期，小型股可望仍有上升空間。
小型股熊市反彈
歷史上經歷跌幅較大的熊市後，羅素 2000 指數往往取得強勁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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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過往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本
資料僅供說明用途，不反映實際投資回報。

儘管我們對個別小型股的前景感到樂觀，但也預期在目前不
確定性加劇的市況下，這類資產表現仍然非常反覆。在過去
四個月的各個月份中，VIX 波幅指數平均每日都處於 30 以上
的歷史高位。波動性可能跟過去數月的模式一樣，三不五時
因新冠肺炎或經濟數據相關的媒體消息而大幅飆升。此外，
市場越來越關注美國 11 月份大選和隨後可能出現的政策變動，
尤其是對 Facebook 與 Google 等科技巨擎的監管方面，這也
可能令未來數月的波動性擴大。

不明朗的短期觀點相對於清晰的長期觀點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六到九個月的短期前景無法室釐清，這
種情況並不常見。因此，不少投資者似乎主要根據媒體消息
進行投資，看來不會考慮太多今年底之後任何時期的狀況，
但這卻不令人意外。
在短期投資世界思考長遠計畫，通常為嚴謹的主動型投資經
理締造未來三至五年的優勢。同樣重要的是，在過去三年或
更長期的大部分時間內，小型股均實現正回報。根據美國芝
加 哥 大 學 證 券 價 格 研 究 中 心 （ Center for Research into
Security Prices）的資料顯示，從 1945 年到 2020 年 5 月 31
日止，小型股在三年期取得按月滾動正回報的比率為 88%，
而五年期則為 95%。

風險不如您想像的那樣高
自 194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小型股取得按月滾存
正回報的比率

88%
3年

95%
5年

平均年化回報：
小型股12.9% ∣ 大型股11.4%

平均年化回報：
小型股12.8% ∣ 大型股11.3%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過往表現不代表未來結果。本
資料僅供說明用途，不反映實際投資回報。小型股（「證券價格研究中心
6-10」）取得按月滾動正回報的月份數目：三年（858 個月內有 756 個
月）；五年（834 個月內有 793 個月）。大型股（「證券價格研究中心 15」）取得按月滾動正回報的月份數目：三年，88%（858 個月內有 759
個月）；五年，93%（834 個月內有 775 個月）。

如果我們暫時假設，小型股在 2020 年 3 月觸底的情況不變，
我們認為實力最強、管理最完善的小型公司擁有相當可觀的
增長潛力，可擺脫當前環球充滿挑戰的環境，進一步壯大並
在未來數年取得佳績。這類公司涉足電子商貿、物聯網和在
家辦公科技等領域，通常從事半導體和相關零件的業務。我
們也看好製造休閒旅行車和遊艇零件的公司，保持社交距離
措施改變了旅遊度假的習慣，令這類公司從中受益。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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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參與併購和企業重組的公司穩佔優勢，可受益於中
期增長加速的潛力。
近期市場波動和前景不確定，可能促使投資者在投資小型股
時舉棋不定。相反，我們建議投資者應展望未來數年的發展。
雖然經濟復蘇的形態和時間還是未知之數，但我們相信小型
股可望取得更高盈利，根據往績顯示，這往往推動股價走高。
取態嚴謹和保持耐心的投資者目前投資於小型股，有望在未
來數年獲享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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