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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烏克蘭衝突： 

商品、通脹和投資組合定位 

  

投資組合定位對烏克蘭衝突的主要考慮因素是通貨膨脹及其對實際經濟增長的影響。彭博商品指

數年初至今上漲了 33.7%，自入侵以來上漲了 15.1%。能源和基本食品相關商品價格大幅上漲，西

德克薩斯中間基原油 (WTI) 價格升至 120 美元/桶以上，小麥價格創下歷史新高，年初至今增長 

85%，替代穀物價格也大幅增長，推動彭博穀物指數自入侵以來上漲 13.6%。1 食品和能源價格對

設定通脹預期十分重要，因為它們是日常生活中部分最顯而易見的價格。 

 

商品價格推高消費者物價 

 

3 月 8 日，美國對俄羅斯的能源進口實施制裁，讓企業有 45 天的時間遵守規定。這導致 WTI 原油

價格在短期內飆升至近 130 美元/桶。2
 除非所有西方國家都切斷俄羅斯石油進口，否則美國的制裁

不會對俄羅斯產生重大的影響，因為美國僅佔俄羅斯石油出口約 1.3%。3英國和歐洲對俄羅斯能源

進口的限制將在一年內逐步實施，以減少對原油供應的直接影響，並給予市場時間以作出調整。

在美國對俄羅斯能源實施制裁之前，企業已經自動自覺實施制裁，以避免聲譽風險或違反制裁規

定。因此，部分價格已經受到影響。 

 

能源供應協議的中斷導致 WTI 和布倫特原油的短期合約上漲速度較長期合約快，造成倒價情況。

現行 WTI 原油合約與 2022 年 8 月合約之間的差價目前為 16.9 美元/桶，高於年初的 2.1 美元/桶，4

反映棄用俄羅斯烏拉爾石油導致短期供應緊張，目前其交易價格比 WTI 和布倫特原油出現大幅折

讓。 

 

原油價格本週的增長推動美國消費者汽油價格大幅上漲。全國汽油價格上漲 0.50 美元/加侖，推高

全國平均汽油價格至 4.00 美元/加侖以上。5這直接影響消費選擇，抑制非必需的旅遊和消費。 

 

加上主要糧食價格上漲，情況變得更加令人擔憂。根據 2020 年美國支出調查，食品和能源平均分

別佔支出的 11.9% 和 3.4%。6除非工資能夠與通脹同步增長，否則購買力將受到影響。我們擔心其

對低收入群體消費的潛在衝擊，因為此消費群體最容易受到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影響，而且儲蓄

緩衝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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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供應鏈中斷推高通脹預期 

 

商品價格上漲並不是推高通脹預期的唯一因素。隨著新冠肺炎限制的放鬆，預料供應鏈將在 2022 

年正常化。然而，俄烏戰爭令供應瓶頸惡化，限制某些商品（鎳、鈀和鈦）和其他關鍵原材料的供

應。航運路線也受到影響，因為石油和天然氣需要以油輪進行運輸，而不是以管道流動，來自波羅

的海的航運（包括穀物）已受戰爭直接影響。 

 

輸入性通脹為央行帶來難題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全球造成通脹衝擊。美國通脹率可能在 2022 年維持高位。美國 1 年期平衡通

脹率年初為 3.4%，在入侵前升至 5.2%，目前為 5.9%。7 2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通脹率為 7.9%，由於

能源和商品價格飆升，3 月份可能會走高。 

儘管通脹預期急劇上升，但因入侵和增長預期下降，利率預期亦有所下調。高盛估計 20 美元/桶的

油價增長將會持續，並使美國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 0.3%，同時使歐元區的增長下降 0.6%。

然而，切斷俄羅斯天然氣進口歐洲可能導致歐元區國內生產總值下降 2.2%。8歐洲對來自俄羅斯的

能源缺乏獨立性，美元走強亦加劇了商品價格的波動。這可能會抑制非必需性消費，增加歐洲的經

濟衰退風險。 

 

市場目前預料美聯儲將開始加息週期，並於 3 月中旬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上加息 25 個基點，預

料歐洲央行將提前結束買債。中央銀行在努力避免經濟衰退的同時，繼續在管理通脹壓力方面採取

嚴格的措施。 

 

為不確定性進行定位 

 

2 月至 3 月市場波動性增加，VIX 指數高於 30。9雖然波動性通常與股市疲軟有關，但部分市場表

現最佳的日子反而處於市場動盪時期。 

 

如果戰爭持續可能會提升人們對通脹和經濟增長的關注，而如果衝突早日結束則可改善週期性前

景。總體而言，我們認為在提高防禦性和質量定位的同時避免受通脹影響是十分重要的。 

 

 商品和某些關鍵行業的倉位（如能源、材料和房地產）可以提供一些通脹保護。 

 平衡價值和增長，因為需要經濟增長的週期性行業可能面臨不利因素，而美聯儲將更

為謹慎，並較支持增長型行業。 

 必需性消費品、醫療保健和公用事業等防禦性行業可能會在衝突持續的情況下表現更佳。 

 質量往往跑贏滯後週期。由於以下因素，我們認為這是當前市場的重要關注領域：波動性

加劇、地緣政治呈不確定性、美聯儲變得更加鷹派以及企業盈利增長正在放緩。公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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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處於自 2014 年10以來的最低水平，公司退出俄羅斯可能會對短期收益產生不利影響。 

 我們認為美國經濟和市場可能比歐洲更能抵禦動盪。由於通脹壓力增加，加上前幾年工資

增長放緩，歐洲的利潤率壓力可能高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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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創造機會。當前的能源危機可能會促進人們對能源獨立性的關注，增加投資可再生和替代能源。

此外，這場危機亦令人關注網絡安全系統和流程薄弱的風險仍然未被解決。這可能會推動網絡安全

的採納，並提高人們對網絡安全的興趣。 

 

雖然市場依然動盪，但機會依然存在。 

 

 

註： 

 

1 Bloomberg data as of 3/8/2022 
2 Bloomberg data as of 3/8/2022 
3 Statista, Russia’s Most Important Oil Export Partners, 3/7/2022 
4 Bloomberg data as of 3/8/2022 
5 WSJ, Gasoline Price Hits Record High, 3/8/2022 
6 BLS,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2020 
7 Bloomberg data as of 3/8/2022 
8 Bloomberg, Surging Price of Everything Spells Stagflation, Risks Recession, 3/7/2022 
9 Bloomberg data as of 3/8/2022 

10 BofA Securities, The RIC Report: Peace Through Strength, 3/8/2022 定義 

消費者物價通脹 (CPI)：消費者物價通脹衡量消費者為特定一籃子商品和服務支付價格的平均變化。 

 

VIX 指數：芝加哥期權交易所 SPX 波動率指數（通常稱為 VIX）根據隱含波動率的加權平均值反映未來波動率

的市場估計。 

 

 

 

 

 

 

 

 

 

 

 

 

 

 

 
 

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多元化並不能確保盈利或免遭虧損。 

本材料代表對特定時間點市場環境的評估，並非對未來事件的預測，亦非對未來結果的保證。此資訊無意作為個人或個性化的投資或稅務意見，並

且不得用於交易目的。有關您的投資及／或稅務情況的更多資訊，請諮詢財務顧問或稅務專家。 

資訊由 Global X Management Company LL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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