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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预期通胀已见顶，美联储可能会放松货币紧缩政策，因此第三季度开局强劲。 市场在 6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出现强劲反弹。 在此期
间，标准普尔 500 指数从底部到顶部上涨了近 18%。 然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Jackson Hole的鹰派讲话以及随后高于预期的 7 月 CPI 使市场对美
联储转向的希望破灭。 市场从 8 月中旬迅速调头向下（标准普尔 500 指数从 8 月中旬到 9 月底下跌 17%），跌破 6 月熊市低点。
• 美联储在 9 月会议上决定加息 75 个基点。 更令市场担忧的是高于预期的 2022 年--2023 年利率走势、经济预测下调以及鲍威尔持续的鹰派
立场。 再加上俄乌战争升级、减税计划令英镑暴跌、美元大涨，给市场带来下行压力。
• 总体而言，尽管 7 月和 8 月初出现反弹，但第三季度 S&P500 下跌 5.3%，道琼斯指数下跌 6.7%，纳斯达克持平。 只有非必需消费品和能
源板块实现了小幅正回报，其他九个板块均出现负回报，其中通信服务和房地产板块领跌。

• 加拿大市场方面，多伦多证券交易指数表现较好，在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仅下跌 2.2%。 对于北美以外的市场，EAFE（除美国以外
的发达国家）指数下跌 10.6%（缘于对地缘政治风险、英国货币/债券危机、潜在衰退的担忧）。 EAFE相对于美国市场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是美元
升值。 以当地货币计算，EAFE 的表现实际上略优于美国市场。 新兴市场下跌 12%（中国市场疲软以及美元快速升值）。
• 大宗商品方面，受债券收益率上升和美元走强的推动，黄金在第三季度下跌了 7.8%。 由于担心经济放缓影响需求，油价大幅下跌
（-25%）。 到 9 月底，油价远低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前的水平。

• 因为市场预期美联储将转向，10 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本季度最初下跌（从 6 月中旬的 3.5% 降至 8 月初的 2.6%）。然而，鲍威尔在
Jackson Hole的讲话和超预期的CPI数据扭转了这一趋势，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迅速上涨，在季末收于3.8%（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也是
自1990年代以来的最大季度涨幅），债券收益率再次下跌一个季度（-5.3%；年初至今-15%）。 这是几十年来投资者第一次在如此长的时间内
（27 个月及以上）在债券上亏损。
• 美元在第三季度（+7.1%）和年初至今（+17.5%）继续显著上涨。 欧元再次下跌 6%，与美元的比值20 年来首次低于1。 英镑下跌 8%（新
首相提出的激进减税提案），日元下跌 6%（在第二季度下跌 20% 之后），加元下跌 5.8%。 由于美联储在货币紧缩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地缘政治风
险方面处于先手，美元目前仍然是投资者的避风港。 美元升值有助于缓解美国通胀，但会给出口和企业盈利带来压力（对于那些拥有可观海外收
入的公司而言）。

• 总体而言，第三季度是另一个充满挑战的季度。 对通胀、货币紧缩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重新燃起，一线希望迅速消失。 波动加剧和脆
弱的投资者情绪继续盛行。 每个资产类别（甚至大宗商品）在第三季度都录得负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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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度需要注意的关键事项是：1）通货膨胀； 2）经济增长； 3) 美联储政策（11 月和 12 月再召开两次会议）； 4）企业盈利（Q3）
和展望； 5）美元； 6）各种地缘政治问题（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美国中期选举；中国党代会等）

1) 通货膨胀:
• 通胀仍然是关键问题，因为它是美联储关注的焦点并推动货币政策，这将影响经济、企业盈利并最终影响市场。
• 在商品价格走低的推动下，总体 CPI 自 6 月见顶以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然而，核心 CPI 在 3 月至 6 月有所放缓后，在过去 2 个月再次回
升（9 月 6.6% 的涨幅是 1982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 通货膨胀可分为几个主要类别（请参阅左下方的表格）。 食品和能源往往更不稳定，因此被排除在所谓的核心通胀之外。 核心 CPI 往往更具
粘性（即变化较慢，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 政策制定者更密切地关注核心 CPI，因为它表明了长期趋势。

• 核心 CPI 占总体 CPI 的 78%。 食品、能源、汽车（新车和二手车）和住房（租金和租金等值）占总体 CPI 的 64%。
• 我们将研究 CPI 的一些主要类别来衡量通胀趋势：

o 能源: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后油价飙升。 WTI 价格在 6 月初达到 120 美元左右的峰值，随后在对需求（经济放缓）的担忧和美国释放战
略储备的推动下稳步下跌。 它在 9 月底跌至 80 美元左右，然后随着欧佩克宣布减产（每天 200 万桶（bpd）或全球需求的 2%）和俄
罗斯/乌克兰冲突升级而反弹。 WTI 目前为 86 美元。 随着冬季取暖季节的到来和美国战略储备水平的降低，未来几个月能源价格可
能会保持在高位。 能源价格在过去几个月一直是通胀改善的一个因素，但短期内可能再次成为通胀风险。

o 食品：9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1.2%（较 8 月份的 11.4%略有下降，但仍处于 20 年来的最高水平）。 然而我们注意到价格上涨有所
放缓。 这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类别，因此难以预测。 供应链中断和天气可能会对食品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o 汽车（新车和二手车）：自疫情封锁以来，由于供应链问题和芯片短缺，汽车价格飙升，但近几个月来一直在改善。 新车价格通胀
已见顶（同比价格变化在 4 月见顶，近几个月有所放缓）。 二手车价格走势类似。 我们预计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

o 住房：住房包括租金（占总体 CPI 的 7.3%）和假设业主出租房子可获得的租金（23.7%）。 这是 CPI 中最大的组成部分（占总体 CPI 
的 31% 和核心 CPI 的 40%）。 9 月份住房成本同比增长 6.6%，为 20 年来最高水平。 然而，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滞后指标（它基于对
租房者或房主的调查）。 一些实时统计数据（例如 Zillow.com）显示，租金上涨已经在 3 月 / 4 月已达到顶峰。 最近几个月房价也出
现下跌（尽管被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所抵消）。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实际住房成本可能会有所缓和。

o 其他服务：这些主要是由工资成本驱动的。 9 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就业市场依然紧张（尽管新职位空缺有所下降）。 随着经济
放缓，就业市场可能会逐渐过渡到更加平衡的状态，这可能会缓解一些工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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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一些改善趋势（运输；住房；某些商品在零售层面库存过剩），但风险依然存在（工资压力；冬季月份潜在的高能源消费支
出）。 我们预计通胀在短期内将保持在高位且波动较大。 然而，由于货币政策通常滞后 3-6 个月，美联储在 3 月开始加息，但从 5 月、6 月开始
更加激进，因此稍后我们将看到货币政策对经济、需求、就业市场的更多影响。在6-12 个月的中长期，我们认为通胀将在货币紧缩的推动下放
缓，供应链得到改善和美元保持强势（意味着进口商品更便宜）。 更重要的是，尽管当前通货膨胀率很高，但通货膨胀预期是稳定的，这意味着
通货膨胀前景仍然很好（即通货膨胀不会持久，不太可能出现类似于 1970 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 

2) 经济增长
• 随着世界各国央行积极收紧货币政策，人们越来越担心潜在的经济放缓或衰退。
• 一种衡量指标，收益率曲线，在历史上一直是衰退的良好先行指标（从历史上看，反向收益率曲线通常会预示着 6-18 个月后经济会出

现衰退）。 自 7 月以来，10 年期与2 年期收益率曲线开始倒挂。 其他指标，如 PMI 下降、房地产市场放缓、消费者信心减弱、失业救
济人数上升，也表明 2023 年经济衰退即将到来。美联储在 9 月份的最新经济预测中预计 2022 年 GDP 增长 0.2%，2023 年增长 1.2% ，
从 2024 年回到长期增长趋势（~1.8%）。它仍然希望实现软着陆，但可能实现不了。 

• 然而，问题是衰退会有多严重。 我们认为衰退可能是温和的，原因如下：
o 个人储蓄虽然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这为占美国 GDP 约 70% 的消费者支出提供了支持。
o 就业市场虽然放缓，但仍然强劲（1.5 个职位对应 1 个求职者，失业率为 3.5%）。 这再次为消费者支出提供了支持。
o 与 2007/08 年不同，银行资本金充足； 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总体状况良好（没有过度杠杆）。
o 归根结底，这是美联储为控制通胀而自行引发的衰退。 如果他们确信通胀得到控制（我们认为会），那么美联储就有足够的

空间来放松其货币政策以重振经济。
•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在年初至今下跌 25% 之后，我们认为很大一部分衰退风险已经被消化。为减轻通胀压力并降低利率，我们可能需

要温和的衰退，这不会对企业收益造成太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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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联储政策
• 自 8 月以来，美联储变得鹰派（鲍威尔在Jackson Hole的讲话）。 最新的点阵图表明 2022 年还要再加息 125 个基点（自 3 月以来已加
息 300 个基点），到 2022 年底将美联储基金利率提高到 4.25% 至 4.5%。这明显高于6 月份的预测（3.25%-3.5%）。 此外，美联储预
计 2023 年将再次加息 25 个基点，并在2023 年一直维持此利率水平直至2024年开始降息。这再次比 6 月份的预测和市场预期更为激
进。 继 9 月 CPI 高于预期后，目前市场预期 11 月加息 75 个基点，12 月可能再加息 75 个基点。 对美联储基金利率峰值的预期也上升
了 25 个基点至 4.75-5.0%。

• 美联储已明确表示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抗通胀并将其降至合理水平（接近其 2% 的目标利率）。 它不惜以打压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为
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

• 虽然市场曾希望有一个可能的拐点（这推动了 6 月至 8 月的反弹以及最近在 10 月初的反弹），但我们认为美联储将至少在 2022 年之
前坚持其计划。美联储误判了通胀（称其为“暂时性的”、长期将利率保持在低位），因此它不能再犯错误而失去信誉。 后疫情时代通
胀的不可预测性表明，在通胀真正开始明显跌向 2% 的目标之前，美联储可能很难宣称胜利。 在劳动力市场稳健的情况下，美联储能
够承受采取激进措施收紧货币政策的代价。

•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货币环境将继续收紧，当前债券收益率已经反映出来（2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4.6%，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4.2%）。 然而，美联储坚持认为其货币政策将取决于数据。 鉴于我们对通胀改善和衰退即将到来的预测，美联储在 2023 年底开始放
松政策并非不可能。

•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市场通常会在美联储实际转向之前恢复。 一旦通胀压力缓解，金融状况也应该开始缓解。 这可以为股票和债券
市场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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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盈利增长
• 到目前为止，市场的大部分下跌都是由估值破坏推动的。然而，随着估值接近更合理的水平，市场的焦点将转移到盈利增长（或增长
乏力）上，这可能很快就会遇到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阻力，特别是如果经济衰退成为现实。

• 第三季度盈利季从10月中旬开始，由大型银行主导。盈利预期已被迅速调低。然而由于潜在的经济衰退，盈利还有进一步削减的空间
（成本增加、需求放缓、库存、工资压力等）。强势美元是另一个因素：标准普尔500指数近40%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美元
升值可能会损害那些海外业务占比高的公司的收入和盈利。

• 目前的市场共识仍然预期2023年的盈利增长为7-8%，我们认为这太乐观了。2023年的指导意见和市场共识需要回落。然而，鉴于我们
对温和经济衰退的假设，我们预计盈利不会大幅下降（高通胀为名义盈利提供了一些支持）。

• 市场将密切关注公司的盈利前景，以衡量经济对需求和通货膨胀对利润率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一些发布盈利或指引较弱的公司表现
不佳，如联邦快递、福特、耐克、芯片股，一些科技股等，其跌幅均为两位数。因此，个别股票或市场可能在风向标公司的盈利公告
前后保持波动。

• 然而，估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反映了减弱的预期。从历史上看，市场底会早于盈利底出现。

Published on October 21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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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估值
• 随着最近的市场回调，估值已大幅下降。标准普尔500指数的12个月远期市盈率现在接近17倍（低于高峰时的25倍；长期平均16.4
倍）。因此，看起来很多坏消息已经被定价消化了。在过去的10年中，严重的市场下行一般在14-16倍市盈率左右见底，因此，就估
值而言，我们已经接近底部了。

• 加拿大的估值比美国市场处于更合理的水平（加拿大市场估值通常比美国市场的估值要低，因为加拿大市场上周期性行业更多，而
美国市场科技行业占比高，这通常会带来估值溢价）。加拿大市场目前的交易价格比历史平均水平有明显的折扣，而美国市场的交
易价格略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 股票风险溢价（ERP；股票收益率减去实际债券收益率）略有下降，因为债券收益率迅速上升，赶上了股票收益率。然而，ERP仍然
处于合理的水平（2.4%），这表明股票与债券相比仍然具有吸引力。

6)美元
• 美元已大幅升值（18% 今年至今）。带来的影响：1）它有利于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进口商品更便宜）；2）对美国企业盈利产生
负面影响（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约40%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3）对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压力；4）给其他国家（欧元、英国、新兴市
场等）带来潜在金融风险。

• DXY（美元指数对一篮子货币）现在处于20年的高位。从许多方面来看，它是超买和高估的。我们认为美元在中期（12个月）可能
会走弱，但在短期（3-6个月），它可能会保持在高位（尽管升值的速度可能会放缓），原因是美联储积极的加息计划（相对于欧
元、英国、日本等），美国经济（尽管放缓，但仍然比大多数其他国家好），以及在地缘政治风险中的避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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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市场前景
• 在短期内，正如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在几个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包括高通胀、经济放缓、货币条件收紧和企业盈利的下调。在我们对通货
膨胀、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有更多的了解之前，市场仍将具有挑战性和波动性。在这个困难的过渡时期，我们需要有耐心。

• 然而，超越目前的挑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积极因素：估值已降至合理水平，加息在很大程度上已反映在债券收益率上，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可能是
一个温和的衰退。随着市场下跌近25%，我们更接近底部，而不是顶部，所以风险-收益状况对长期投资者来说是有利的。

• 总的来说，通胀仍然是这个过渡期会有多长的关键驱动因素。如果我们看到通胀持续向FED的目标改善（例如，连续几个月的明显的下降），市场将可
能触底反弹。经济和企业盈利也会在市场趋势中起作用，但从历史上看，市场通常在经济和企业盈利见底之前就已经见底了，因为它是非常具有前瞻
性的。

• 猜测市场底部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为投资者往往反应过度，市场往往超调，但通过观察历史上的熊市表现和估值，我们可能会对市场能走多低有一
些粗略的认识。

• 根据历史上的熊市表现：
o 自二战以来，在过去的17个熊市中，经济衰退型熊市下跌了~33%，平均持续了13个月，而非衰退型熊市下跌了24%，平均持续了7个月。由
于我们相信会有经济衰退的到来，我们将重点关注衰退型熊市。

o 仔细观察衰退性熊市，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3类。
 结构性熊市（1970年代的滞胀，2000/01年的互联网泡沫，以及2007-09年的金融危机）：平均跌幅为52%，平均持续时间为23个
月。这些是更严重的下跌市场，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

 周期性熊市（由正常经济周期/政策驱动）：平均跌幅为24%，平均持续时间为10个月。这些是典型的熊市。
 事件驱动的熊市（2020年大流行）：跌幅为34%，持续时间为1个月。这些都是罕见的，很难预测。
 我们认为目前的熊市更像是一个周期性熊市（基于我们的假设，即通货膨胀不会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持续很久，估值不像2000年那
样高，金融状况不像2007/08年那样糟糕）。到目前为止，这个熊市已经超过9个月了，下跌了25%，与周期性熊市的平均水平相
似。

 当然，每个熊市都是不同的。高通胀率可能会再持续几个月或几个季度，而且这次货币紧缩的步伐非常激进（包括幅度和速度），
所以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下跌，但我们的观点还是认为我们更接近底部而不是顶部。如果我们必须把所有衰退期熊市33%的
平均跌幅应用于目前的市场，那么从这里开始还有10-15%的下行空间（例如，3000-3200点水平）。

• 基于估值
o 我们也可以从估值来衡量市场的底部。在过去的10年里，市场似乎在14-16倍市盈率左右找到了底部。目前市场交易价格为16.7倍。使用14倍
和2022年的共识EPS，市场可能触及3080，而使用16倍市盈率，市场处于3500点位。这与上面提到的水平是一致的。

o 另一种看估值的方法是使用股票风险溢价（ERP），它将利率水平考虑在内。假设无风险利率为4.5%（FED在2022年底的目标基金利
率），4.5%的ERP（历史平均水平）和收益比目前的普遍估计低15%，标普500指数的合理位置可能在3800左右（请参考右下角的表格）。

中薇投资组合
2022年第三季度分析报告 

2022年10月21日发布2022年10月21日发布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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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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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在短期内将继续波动。当它被极度超卖时，可能会有周期性的反弹。然而，要有持续的上升空间，通货膨胀和/或地缘政治问题需
要有出现意义的改善。在此之前，它仍然会在一定区间震荡。

• 因此，我们建议在这个阶段采取适度的防御性立场。我们建议略微增加固收产品的配置，并保持对股票中防御性行业的小幅倾斜。我
们的预期是，随着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将在某个时候开始消退，届时我们会激进一些。

• 具体建议如下：
o 资产组合

 建议略微增加固定收益产品的配置。固收产品在今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收益率变得更有吸引力（现在为3-4%），这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化了美联储的激进加息。由于我们预计通货膨胀在中期内会有所缓和，而经济正在放缓至衰退，
货币紧缩将有所缓解，这将有助于固定收益产品价格稳定下来。我们也会适度延长久期（目前我们的配置主要是短期
债券和通货膨胀保护债券），但会保持对债券质量更多的关注（相对于收益）。

 我们继续建议超配股票，因为我们相信股票能提供卓越的长期增长和回报，特别是在最近的缩减之后。
 我们还将保持较高的现金余额，以灵活和敏捷地捕捉潜在的市场机会。

o 行业配置
 我们建议在行业配置上采取更加平衡的方法。我们继续超配医疗保健（防御性和长期增长），但会将消费品和公用事
业降至中性（这两个防御性行业今年到目前为止表现良好，但现在有点贵）。我们将小幅超配金融和能源（估值；油
价反弹；强劲的现金流和分配），并随着估值变得更加合理而小幅增加对科技板块的配置。总体而言，我们将适度转
向防御性（医疗保健）和价值性（金融；能源）。

• 选股：我们继续关注具有强大定价能力和明显盈利增长的公司。如上所述，市场将完全由盈利增长推动，以抵消估值收缩。盈利有限
的高估值股票将面临更大压力。

• 市场：我们继续看好北美市场，因为欧洲面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持续不断带来的能源供应问题，而新兴市
场因美元走强、商品价格高企以及中国经济放缓而面临压力（当全球经济开始回暖时，我们将重新审视它）。在北美，我们略微偏爱
加拿大股票（得益于高商品价格，估值更低，股息收益率更高）。

• 分散投资（跨资产类别和部门）是建立强大和有弹性的投资组合的关键，特别是在这样的时期。我们还需要灵活地从市场的高度波动
中捕捉潜在的机会。借用FED的一句话，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的策略是 "取决于数据"。

中薇投资组合
2022年第三季度分析报告 

2022年10月21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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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薇投资组合 - 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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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uver, BC V6E 3C9

www.canvered.ca | info@canvered.ca

基于我们对经济、利率和股票市场前景的看法，我们适度增加了对固定收益产品的配置，以便在当前的市场波动中提供一些稳定性（在固定收
益产品投资中，我们略增长了久期）。我们继续超配股票，因为我们相信股票能提供更好的长期回报，特别是在过去10个月中下跌了25%的情
况下。在股票方面，我们增加对加拿大股票的配置，减少对美国股票的配置，因为我们认为加拿大股票的估值更有吸引力，股息收益率更高，
而且有更好的通货膨胀保护。由于欧洲和新兴市场继续面临地缘政治和货币风险，我们对国际股票的配置比重仍然偏低。我们还保持了一定的
现金仓位，以保持灵活性。

中薇投资组合业绩回报
概述：

中薇投资组合
2022年第三季度分析报告 

2022年10月21日发布

发布日期 Date created: October 24th, 2022
* All returns stated in this document are gross returns reflective of an investment's return before expenses or any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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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收入型投资组合
回报

 Q3

这个投资组合产品是为那些对短期损失敏感但希望参与金融市场长期增长的中期投资者而设。该投资组合中，固定收益证券
往往占最大的配置比例，力求使投资者在保持一定的本金稳定性的同时能领先于通货膨胀率的负面影响。基于较低的风险和
波动水平，该投资组合回报可能低于市场。

第三季度，在不利的市场条件下，得益于我们持有的股票、固定收入证券和另类投资的股息和利息收入，以及美元走强，收
入型投资组合录得小幅正回报（+0.84%）。我们持有的加拿大股票表现好于基准（持平；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指数总回报
为-1.4%），我们持有的固定收益证券也优于固定收益基准（高信用等级和较短的久期）。

业绩回报

Suite 2500 – 1075 West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 V6E 3C9

www.canvered.ca | info@canvered.ca

资产组合配置和主要持仓

发布日期 Date created: October 24th, 2022
* All returns stated in this document are gross returns reflective of an investment's return before expenses or any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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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型投资组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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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投资组合产品是为寻求资本保值和资本增长之间平衡的投资者而打造的。这个投资组合是固定收益证券和股票的组合，力求
使投资者在保持本金稳定的同时领先于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略高于一半的资金投资于加拿大和国际股票的多元化组合，此产
品的投资者应能适应投资组合的适度波动。

均衡型投资组合在第三季度取得了适度的正回报（+0.48%），超过对标基准0.69%，这要归功于我们持有的股票、固定收益和
另类投资的股息和利息收入，以及美元的强劲。我们持有的加拿大股票表现好于对标基准（持平；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指数
总回报为-1.4%），我们持有的固定收益证券也优于基准（信用等级高，期限短）。

 Q3

产品描述

业绩回报

资产组合配置和主要持仓

发布日期 Date created: October 24th, 2022
* All returns stated in this document are gross returns reflective of an investment's return before expenses or any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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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型投资组合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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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投资组合是为具有长期投资理念、对短期损失不敏感并希望参与金融市场长期增长的投资者而打造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股票
比重较高，力求使投资者领先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本金稳定是次要考虑。

增长型投资组合在第三季度上涨了0.27%，业绩表现比对标基准高出0.58%，这得益于我们持有的股票、固定收益和另类投资
的股息和利息收入，以及美元走强。我们持有的加拿大股票表现好于基准（持平；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指数总回报
为-1.4%），我们持有的固定收益证券也优于基准（高信用等级，较短的期限）。部分收益被我们持有的美国股票抵消
（-5.87%对标普指数的-4.88%）。

 Q3

产品描述

业绩回报

资产组合配置和主要持仓

发布日期 Date created: October 24th, 2022
* All returns stated in this document are gross returns reflective of an investment's return before expenses or any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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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型投资组合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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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组合是为具有长期投资视野的投资者准备的，他们对短期损失不敏感，希望参与金融市场的长期增长。该投资组合主要投资
于股票，力求使投资者远远领先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很少考虑保持本金的稳定。该投资组合可提供与更广泛的股票市场相当
的回报，同时具有类似的风险和波动水平。

高增长任务在第三季度表现平平，超出相关基准0.59%，这主要得益于我们持有的股票、固定收益和另类投资的股息和利息收
入，以及美元走强。我们持有的加拿大股票表现好于基准（持平；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指数总回报为-1.4%），我们持有的固
定收益证券也优于固定收益基准（高信用等级，较短的期限）。但部分收益被我们持有的美国股票（-5.87%对标普指数
的-4.88%）和新兴市场股票的疲软表现所抵消。

 Q3

产品描述

业绩回报

资产组合配置和主要持仓

发布日期 Date created: October 24th, 2022
* All returns stated in this document are gross returns reflective of an investment's return before expenses or any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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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1. This material is being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Expressions of opinion are provided as of the date this material is provided and subject to change. Any information should not be deemed 

a recommendation to buy, hold or sell any security. Certain information has been obtained from third-party sources we consider reliable, but we do not guarantee that such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or 

complete. This report is not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securities, portfolios, markets, or developments referred to in this material and does not include all available data necessary for making an

investment decision. Prior to making an investment decision, please consult with your financial advisor about your individual situation. Investing involves risk and you may incur a profit or loss regardless 

of strategy selected.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indicative of future performance.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statements, opinions or forecasts provided herein will prove to be correct. 

2. Vered Wealth Management (Canada) Company Limited provides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services, including managed accounts and advisory  services.  We  have  access  to  a  wide  range  of  invest-

ment  products,  including  mutual  funds,  stocks,  fixed  income  products, various  alternative  investment  products  and  more.  We  offer  registered  and  non-registered  investment  ac-

counts,  such  as  cash  and margin accounts, corporate accounts, RRSPs & RRIFs, LIRAs & LIFs, RESPs and TFSAs.

3. Vered  Wealth  Management  (Canada)  Company  Limited  is  a  member  of  the  Investment  Industry  Regulatory  Organization  of  Canada (IIROC) and is registered in BC and ON. Vered is a member of

the Canadian Investor Protection Fund (CIPF). The contents herein are not intended and shall not be constructed as a solicitation of customers or business in any jurisdiction in which Vered is not regis-

tered as a dealer in securities. 

Suite 2500 – 1075 West Georgia Street

Vancouver, BC V6E 3C9

www.canvered.ca | info@canvered.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