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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政治失穩：
在不明朗市況下
進行管理

道明財富資產配置委員會 (TD Wealth Asset Allocation Committee) 概觀
 • 在烏克蘭發生衝突之前，我們已預計由於經濟和盈利增長放緩，這將是波動加劇的一年，因此我們調低

了對回報的預期。 然而，我們整體上維持偏好股票多於固定收入的取向。 

 • 我們繼續預期加拿大股票的表現將超越全球其他各國，因為在利率上升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環境中，
金融和能源板塊的盈利可望持續穩健。

 • 我們正在密切監察歐洲的地緣政治形勢對經濟的影響。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持續多久是一個未知數， 
再加上更高的利率、偏高的通脹，以及經濟放緩的可能性，增加了衰退風險，尤其是在歐元區。

 • 由於實際回報低或處於負值，我們維持在整體上減持固定收入的取向，但相信投資組合中的固定收益 
敞口仍然重要。債券可以為投資者提供穩定的收入、多元化的好處，並且可以在波動加劇時令投資組合
不受影響。

 • 鑑於固定收入的低收益率，以及股票回報放緩的可能性，另類資產的配置可能會有助於管理投資組合的
波動，帶來一些長期的通脹保護和吸引的絕對回報。無論是暫時還是更屬結構性的通脹結果，我們相信
另類資產都可以對投資組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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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季回顧和市場展望
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我們」）致力於提供良好 
的經風險調整回報，並同時聚焦於透過積極地減輕 
風險，保全和保護投資組合的資產。我們與世界上 
其他人一樣，深切關注烏克蘭的情況，希望可怕的 
暴力快將結束。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不僅迅速演變成一場人道主義
危機，顛覆了那麼多人的生活，而且還加劇了金融 
市場的波動，對大宗商品價格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 

這場戰爭對全球化造成了重大打擊：擾亂貿易，給 
正在恢復的供應鏈增設新的障礙，同時繼續加劇通脹
壓力。在入侵之前，投資者已經在面對債券收益率 
上升，以及全球的按年通脹讀數高於預期的問題。 
再加上勞工市場吃緊、企業利潤減速，以及悲慘的 
地緣政治事件對金融狀況造成的破壞，擔憂之牆現在
似乎非常難以克服。

需要強調的一點：道明資產管理的投資組合目前對
俄羅斯證券 (股票或債券) 的敞口不大，而我們目前
也無意在任何投資方案中增加對俄羅斯證券的敞口。
在我們專有的資產配置方案中，只有不到 5 個基點 
(0.05%) 的資產直接涉及俄羅斯證券。

日後任何有關將投資組合資產配置到俄羅斯市場的 
決定，都將與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進行仔細權衡。
此外，道明資產管理承諾遵守所有適用的制裁和 
法規。

我們將繼續密切監察金融市場的壓力，以及持續的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對經濟前景的潛在影響。作為資產
管理人，我們必須考慮衝突的許多可能結果，包括 
戰爭延長並可能在較長期間繼續動搖金融狀況。這樣 
的分析將使我們能夠從投資組合配置的角度，作出 
適當而審慎的反應。在當前環境下，我們從較長期 
來看，繼續看好股票而非固定收入，但維持十分謹慎
的偏好風險態度。預測當前市場回撤的嚴重程度將是
一項艱鉅任務，但我們始終謹記拋售有助於清除市場
過剩，而任何顯著的疲弱都可能帶來吸引的策略買入
機會。我們將在下一節，深入了解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對各個石油市場（已躍升至數十年來未見的水平）的
影響，以及這一切對前景可能意味著甚麼。如需深入
了解我們目前對各主要資產類別的看法，以及我們 
對未來 12 至18 個月的策略展望，請細閱本報告內 
道明財富資產配置委員會的投資定位和展望。

圖 1：過去 12 個月的指數回報（以美元為單位）

資料來源：道明資產管理 (TDAM)，2022 年 3 月 29 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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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長期持續走高？
石油需求歷來一直穩定地增長，每年升幅略高於 1%。
新冠疫情所導致的封鎖和流動性下降，令 2020 年 
至 2022 年的石油需求比 2019 年減少，但是到了 
2023 年，石油需求預期將超過 2019 年的水平，並 
應會繼續增長，直到各種能源轉型驅動因素 (例如 
電動汽車) 開始減少整體需求，這可能於本十年結束
時或 2030 年代初發生。大規模的綠地開發 (例如 
油砂) 不大可能獲得批准，因此石油供應的增長主要
來自短期項目，例如水平鑽井。如果這些短期石油 

開發不能彌合供需缺口，那麼油價可能會在更長時間
內繼續走高。

隨著最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油價飆升至每桶 100  
美元以上，全球汽油價格創下歷史新高，消費者 
一直感受著錢包拮据之苦。圖 2 顯示緩慢穩步向上 
的走勢：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 (WTI) 價格在 2021 年
第二季平均每桶約 66 美元，在第三季為每桶 70  
美元，在第四季為每桶 77 美元，而 2022 年迄今是
接近 90 美元。

圖 2：石油繼續穩步攀升 

資料來源：慧甚 (FactSet) 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 (每桶美元)，2022 年 3 月 7 日數據。

是甚麼原因導致高油價？雖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價格最近飆升，但在此之前，油價已經攀升了一年多。
從短期來看，目前的高油價似乎是由於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盟國 (OPEC+) 在 2020 年因新冠疫情叫停全球 
經濟而採取了平衡市場行動，以及庫存短缺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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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價格從每桶 90 美元的範圍飆升至 130 美元以上，原因在於對戰爭
可能導致供應中斷的擔憂，此後價格一直十分波動。此外，針對俄羅斯銀行的制裁使俄羅斯石油交易變得更加
困難。美國和英國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的行動，以及俄羅斯減少石油產量的反制措施，進一步加劇對供應的 
擔憂，並導致油價上漲。如果供應真的中斷，無論是由於戰爭還是因為制裁，油價可能會繼續高企。 

庫存短缺

全球石油庫存量本來在 2020 年初，隨著新冠疫情令
全球經濟停擺而激增。然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減產
有助於逐漸降低全球的庫存量。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估計，2021 年
全球石油和其他液體燃料產量為每天 9,550 萬桶， 
而全球消費量為每天 9,710 萬桶1。這意味著全球石油
庫存於 2021 年內減少了約 160 萬桶 (每天) 或 5.84  

億桶。圖 3 顯示 2017 年至 2022 年間美國石油庫存 
總量的估計。藍線顯示過去五年內最高的庫存水平，
黃線顯示這五年期間的最低庫存水平。灰色虛線表示
平均庫存量。最後，此圖左側的綠線顯示，相比於 
過去五年，2022 年迄今的石油庫存量處於非常低的 
水平。

圖 3：原油庫存量的 5 年高位、低位和平均水平

資料來源：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美國能源資訊管理局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日期範圍：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5 日。 

從歷史上看，當石油庫存量低時，油價對顯示供應可能進一步受阻的事件或消息更加敏感。比方說，部分
OPEC+ 國家無法提高產量以符合配額的消息，連同德克薩斯州的寒冷天氣干擾石油生產的新聞，對當前油價
產生極大的影響，因為現有庫存量低。
1 2022 年 2 月 8 日短期能源展望 (Short-Term Energy Outlook)，詳見 www.eia.gov/outlooks/steo/marketreview/crude.php

www.eia.gov/outlooks/steo/marketreview/crud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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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因素會導致油價在短期內降低？

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的結束可能會導致油價從當前 
水平大幅下跌。除此之外，全球石油庫存量增加， 
以及美國和伊朗達成新的核協議，令伊朗的石油出口
可望增加多達每天 70 萬桶，都是最有可能降低油價
的近期事件。可能性較小的是 OPEC+ 放棄其削減 
供應的計劃，並增至最高水平的產量。

可是，如果出現供應中斷，而潛在的供應干擾不太 
嚴重，OPEC+ 可能會介入以平衡市場。俄羅斯是世界
第二大石油出口國，OPEC+ 沒有足夠的閒置產能來 
取代俄羅斯的產量。最後，新冠病毒若出現新的 
變種，導致全球經濟再次停擺，這將對油價非常 
不利。

中長期油價

預測油價於中長期在哪個水平企穩是徒勞的，因為有太多的未知數。然而，我們應該考慮以下幾點：

• 雖然人們正在過渡到低碳世界，而且這是有必要發生的，但所需時間可能比預期中更長。

• 石油大部分 (65%) 是用於運輸，所以向電動車輛的過渡非常重要。 然而，在電動車被廣泛採用之前，
需要建立充電基礎設施。 例如，在柏文大廈或共管公寓居住的人不大可能購買電動車，除非他們可以
在自己的車庫裡給車輛充電。

• 即使內燃機汽車被禁售 (加拿大可能在 2035 年或之後)，也將需要大約 10 年時間才能令大部分此類 
汽車在道路上消失。

→ 發展中國家將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擺脫內燃機，因為它們需要更長時間來建立電力基礎設施。

• 隨著現有的油井枯竭，未來幾年的石油供應量應會自然下降。由於未來油價的不明朗情況，以及向 
低碳世界過渡的速度，美國、歐洲和加拿大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氣公司，不大可能承諾開發大規模的 
石油儲藏。

• 即使假設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希望開發大規模的石油儲藏，政府、環保人士，甚至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
股東也越來越反對新的發展。

如果我們看到石油需求於未來幾十年逐漸下降，在石油供應逐漸減少的情況下，石油市場可能會保持相對平衡
狀態，這可能會支持穩健的油價，直到 2030 年代及以後。

投資從何處著手以受惠於高油價？

道明財富資產配置委員會一直對加拿大股票持樂觀態度，部分原因是收益率和大宗商品價格上升，預期將 
有利於加拿大金融和能源板塊的公司。加拿大股票基準 (標普多倫多綜合指數) 與美國和全球的同類指數 
相比，能源和金融都佔更大的比重。因此，加拿大應比其他國家在更大程度上得益於大宗商品價格和利率 
的上升。

道明資產管理提供多款以股票為重點的多元化方案，這些方案可以透過對能源 (和金融) 資產的更大敞口， 
把握潛在機會去提高投資組合的回報。雖然沒有人能夠避免高昂的汽油價格，但投資者可以透過道明資產 
管理的投資組合方案，從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利潤中受惠。立即聯絡您的顧問或瀏覽我們的網站，以了解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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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財富資產配置委員會的投資定位和展望
對實質經濟增長的主要擔憂包括偏高且更持久的通脹、緊張的勞工市場、貨幣政策的失誤，以及可能導致 
市場波動加劇和金融狀況收緊的地緣政治事件。市場似乎正在消化潛在的衰退風險，回報可能會大幅放緩。
整體而言，我們對股票維持適度的風險偏好，但是已於過去的季度越來越審慎地看前景。 

股票
盡量減持 適度減持 中性持平 適度增持 盡量增持

美國股票

加國股票

國際股票

中國股票

新興市場股票（中國除外）

從全球股市來看，當前的投資環境仍不明朗，部分 
地區的經濟衰退風險正在上升。由更高的利率、高企 
的通脹水平和大宗商品價格共同推動的廣泛經濟放緩，
可能會打擊投資者情緒，並導致高風險資產於未來 
12 至 18 個月回報低迷。我們相信繼續錄得良好盈利
增長的公司，將較長期地提供最佳機會。可是，我們
確實注意到近期內成長型股票表現欠佳的風險，尤其
是如果利率進一步上升。

在美國，高通脹讀數和強健的勞工市場正在推動關於 
2022 年底前將有接近 6 次加息的預期。此外，也導致
投資者對企業盈利增長放緩的擔憂，但美國公司繼續
取得強健業績。儘管如此，烏克蘭戰爭的影響和銀根
收緊，可能會抑制標準普爾 500 指數的表現，因為
增長前景可能遜於先前預期。

儘管中國的政策制定者看來是相對寬鬆，試圖促進 
經濟增長和消費支出，但中國的增長率仍顯示出減弱

的跡象。政府監管加強、消費者支出放緩、物業市場
內持續的不景氣，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全都拖累中國
的復甦。中國的清零抗疫政策也可能對其增長前景 
產生影響。

我們對 2022 年的加拿大股票表現樂觀得多。隨著 
收益率和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加拿大的金融和能源 
板塊 (標普多倫多綜合指數中佔最大比重的兩個組成
部分) 的公司可望跑贏其他行業和市場。由於這些 
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強健，投資者還可以期望會有股息
增加和股票回購的行動。

由於戰爭爆發和大宗商品價格急升，國際股票的增長
前景於最近幾周大為惡化。由於對利率上升、通脹 
飆升和地緣政治衝突的擔憂，我們預期整個歐元區的
增長將普遍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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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資產 / 實物資產

盡量減持 適度減持 中性持平 適度增持 盡量增持

基建設施 

商業按揭貸款

加國地產

環球地產

大體而言，全球的房地產經濟和物業的基本面正在
步向疫情前的水平，許多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限制 
正在取消，各個城市越來越接近疫情前的常態。 
因此，我們看好房地產的前景，預期嚴格的封鎖將
不會那麼頻繁。我們預計另類房地產 (特別是美國的
生命科學／實驗室辦公室) 將繼續受到追捧，原因 
在於這些資產的高度專門性質、相對於傳統房地產  
(例如辦公室、零售) 有較低的相關性和更高的收入 
潛力。英國的多單元住宅也帶來一個不斷增長的 
投資機會，因為與其他國家相比，這類資產的機構
投資者持有率較低，此外，還有潛力提供多元分散
和穩定收入。

加拿大房地產的交易活動曾於 2020 年放緩，此後 
創下新紀錄，2021 年有超過 570 億元的交易活動。 
2022 年應將保持強勁勢頭，工業物業和多戶住宅 
將是需求最高的房地產類型。儘管如此，隨著基本
面改善，投資者尋求收益更高的類別，辦公室和 
零售資產的交易量將開始增加。加拿大的預測國內
生產總值和人口增長繼續領先七國集團的其他成員，
為商業房地產的參與者提供一個吸引的環境。儘管
於短期內進入加息期，但預計資本化率不會有上行
壓力。利率一直徘徊在歷史低位，而資本化率和 
債券收益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收入差距，對利率上升
帶來緩衝作用。

在現今的低收益環境中，商業按揭貸款繼續提供 
增值性的收入。商業按揭貸款的一個吸引特點是 
其期限較短，並且能夠使投資者的回報免受利率 
波動加劇的影響。我們的投資敞口在疫情期間毫無
減值或違約事件，保持穩定的收入徵收，目前收取 
100% 的預定本金和利息支付。儘管優質商業按揭 
貸款的息差目前略低於新冠疫情發生前的水平， 
從存續期調整後的角度來看，商業按揭貸款相對於
企業和全域債券帶來的收益優勢仍然吸引。 

在不明朗時期，基建設施成為了投資組合的資產 
配置重點，能夠分散投資，並提供超額回報和通脹
保護。一眾央行開始加息、高通脹持續不退、歐洲
爆發戰爭及隨後對俄羅斯的制裁，已對能源市場 
產生了極大影響。這些當前的社會經濟和宏觀趨勢
正在推動基建設施的重大投資機會。我們認為基建 
設施投資組合有很多利好因素，特別是那些涉及 
可再生能源增長的投資組合。由於各區域的氣候 
目標，以及能源安全的需求，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
預計將顯著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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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入
盡量減持 適度減持 中性持平 適度增持 盡量增持

投資級別企業債券

通脹掛鈎票據

高收益債券

加國政府債券

發達市場債券

新興市場債券

我們預期債券市場將面臨更大的波動，這是由於 
北美央行的政策框架從寬鬆轉向穩定、通脹壓力 
更加持久，以及當前的歐洲地緣政治危機。

儘管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觸發債券反彈，但預計
收益率將於未來 12 個月從當前水平走高。然而， 
全球主權債務的實際收益率可能會在一段更長時期
內仍處於負值，從投資角度來看仍然缺乏吸引力。

雖然加拿大銀行和美國聯邦儲備局已預示，利率 
可望於 3 月開始上調，但整體金融狀況應會仍然 
相對支持企業，因此我們繼續適度增持企業信貸。
然而，歐洲地緣政治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不明朗，
這加上利率上調，增加了經濟放緩的可能性。

我們維持對高收益債券的中性展望。利差仍處於 
相對壓縮的水平，這限制了相對機會的吸引力。 
我們對高收益債券仍持嚴格篩選的態度。

我們認為通脹掛鈎債券的機會較少，因為實際 
收益率上升主要是由於名義收益率上升。

固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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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類資產
盡量減持 適度減持 中性持平 適度增持 盡量增持

黃金

美元相對一籃子貨幣

加元相對美元

現金

我們繼續期待加拿大金融和能源板塊的強勁表現。
此外，我們預計加息行動將有助於加元相對於其他
主要市場貨幣的表現，能較長期地保持領先。

來自全球各地的高通脹讀數，加上對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的持續擔憂，推動黃金上漲，這是由於黃金
具有安全特性。儘管價格從近期高位小幅回落， 
但戰爭可能加劇通脹的衝擊，投資者繼續為這種 
威脅尋求對沖，金價可能因而保持高企。

美元於本季度展示了它與全球其他貨幣相比的實力。
此趨勢可能繼續，因為我們預期聯儲局將開始加息
週期，而在這段不穩定時期，這種全球儲備貨幣的
避險作用吸引投資者。可是，聯儲局資產負債表 
過於龐大，仍然令人擔憂。

由於不穩定金融狀況的風險普遍存在，增加現金 
水平是謹慎之舉，這是為策略資產配置提供流動性
和更大的靈活性，特別是在市場波動加劇的時期。

前景展望



(0422)

道明財富資產配置委員會
道明財富資產配置委員會成立之目的，是貫徹為道明財富 (TD Wealth) 對策略性資產配置 
提供一致的意見和指引。

委員會的三個首要目標：

1 提出 
主要的 
市場論題

2 提供 
宏觀層面的 
資產配置

3 識別 
近期市場 
主要風險

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 

首席投資總監  
Robert Vanderhooft, CFA

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 

董事總經理  
Michael Craig, CFA

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 

董事總經理  
David Sykes, CFA 

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 

董事總經理   
Robert Pemberton, CFA 

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 

董事總經理   
Jeff Tripp, CFA 

美國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AM USA) 

董事總經理   
Glenn Davis, CFA 

Epoch Investment Partners, Inc. 
董事總經理 
Kevin Hebner, PhD

道明財富 (TD Wealth) 

首席財富策略師 
Brad Simpson, CIM, FCSI

道明財富 (TD Wealth) 

美國財富投資策略師 
Sid Vaidya, CFA, CAIA

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 

副總裁兼董事  
Bryan Lee, CFA

連接道明資產管理

本文資料由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 提供，僅供參考。本文根據相信為可靠的資料匯編而成。圖表僅供說明之用，並不反映
任何投資的未來價值或未來表現。本文資料並不提供財務、法律、稅務或投資建議，衡量個別投資、稅務或交易策略時，應相對考慮個別人士的目標和 
風險承受能力。本文的部分陳述可能會包含前瞻性陳述，它們屬預測性質，可能包括例如「預期」、「預料」、「打算」、「相信」、「估計」和類似的前瞻性
字句或它們的否定式版本。前瞻性陳述是基於對未來整體經濟、政治和相關市場因素，例如利率和匯率、股票和資本市場以及整體商業環境的當前預期 
和推算，並假設稅法或其他法律或政府規例或災難性事件沒有改變。對未來事件的預期和推算本質上是會受到未能預見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影響。該等 
預期和推算，將來可能是不正確的。前瞻性陳述並非對未來表現的保證。實際情況可能會與任何前瞻性陳述中所明示或暗示的大不相同。這些偏離 
可以由很多重要因素促成，包括上文所列出的因素。您應避免依賴前瞻性陳述。道明財富資產配置委員會 (TD Wealth Asset Allocation Committee，簡稱  
WAAC) 由道明集團內不同的投資專才組成。WAAC 的使命是發表季度市場展望報告，簡明扼要地表達對未來 6 至 18 個月內市場狀況的看法。WAAC  
所提供的指引並非對未來結果的保證，而市場上實際發生的事件可能會跟 WAAC 的季度市場展望中所明確指出或默示的大不相同。WAAC 的市場展望
並非投資意見的代替品。道明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是多倫多道明銀行 (The Toronto-Dominion Bank) 全資附屬機構。彭博 (Bloomberg) 及 Bloomberg.com 
是在特拉華州註冊的有限合夥公司彭博財經 (Bloomberg Finance L.P.) 或其附屬公司擁有的商標及服務標誌。保留所有權利。所有商標分別為其擁有 
機構之產權。® 道明 (TD) 標誌和其他商標是多倫多道明銀行或其附屬機構的產權。此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之用，一切以英文原文為準。

資
產
配
置
委
員
會
成
員

https://www.td.com/ca/en/asset-management/
https://www.linkedin.com/showcase/tdassetmanagement
https://twitter.com/TDAM_Canada



Accessibility Report


		Filename: 

		083-22 Market Perspectives Q2 TC AODA.pdf




		Report created by: 

		

		Organization: 

		




[Ente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Preferences > Identity dialog.]


Summary


The checker found no problems in this document.


		Needs manual check: 2

		Passed manually: 0

		Failed manually: 0

		Skipped: 1

		Passed: 29

		Failed: 0




Detailed Report


		Docum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Passed		Accessibility permission flag must be set

		Image-only PDF		Passed		Document is not image-only PDF

		Tagged PDF		Passed		Document is tagged PDF

		Logical Reading Order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structure provides a logical reading order

		Primary language		Passed		Text language is specified

		Title		Passed		Document title is showing in title bar

		Bookmarks		Passed		Bookmarks are present in large documents

		Color contrast		Needs manual check		Document has appropriate color contrast

		Page Conten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content		Passed		All page content is tagged

		Tagged annotations		Passed		All annotations are tagged

		Tab order		Passed		Tab order is consistent with structure order

		Character encoding		Passed		Reliable character encoding is provided

		Tagged multimedia		Passed		All multimedia objects are tagged

		Screen flicker		Passed		Page will not cause screen flicker

		Scripts		Passed		No inaccessible scripts

		Timed responses		Passed		Page does not require timed responses

		Navigation links		Passed		Navigation links are not repetitive

		Form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Tagged form field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are tagged

		Field descriptions		Passed		All form fields have description

		Alternate Text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Figures alternate text		Passed		Figures require alternate text

		Nested alternate text		Passed		Alternate text that will never be read

		Associated with content		Passed		Alternate text must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content

		Hides annotation		Passed		Alternate text should not hide annotation

		Other elements alternate text		Passed		Other elements that require alternate text

		Table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Rows		Passed		TR must be a child of Table, THead, TBody, or TFoot

		TH and TD		Passed		TH and TD must be children of TR

		Headers		Passed		Tables should have headers

		Regularity		Passed		Tables must co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columns in each row and rows in each column

		Summary		Skipped		Tables must have a summary

		List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List items		Passed		LI must be a child of L

		Lbl and LBody		Passed		Lbl and LBody must be children of LI

		Headings



		Rule Name		Status		Description

		Appropriate nesting		Passed		Appropriate nesting






Back to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