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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再通胀过后的经济展望
尽管全球再掀感染浪潮，但经济重启依然进展良好：得益于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显著加
速，美国与欧洲经济体继中国之后陆续解封并逐步重启当地经济，进而迎来服务业的复
苏。不出所料，企业盈利也跑赢分析师的共识预期，推动股市的乐观情绪。
围绕未来长期通胀路径的争论十分激烈：虽然美国通胀率在未来几个月很显然会因食品、
能源价格及住房成本的上涨而快速增长，但长期通胀路径仍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一方面，
商品价格上涨及终端需求强劲意味着总体价格上涨，而另一方面，高失业率、新冠疫情
后生产力提高以及科技进步加速等通缩力量最终可能会防止通货膨胀过快上涨。
防守性另类投资较100%持有股票在夏季更具吸引力：全球股票自2020年11月初以来大
涨27%后，可能于今夏迎来更多挑战，所以投资者可能会考虑更具防守性的投资策略。
风险明显较低的投资之选是主权债或投资级债券，扣除通胀后的收益率仍为负值，但仍
有投资方案可以在投资风险较低的情况下提供潜在的正实质回报率。这就包括运用某种
形式的低风险股票投资、混合（部分股票、部分固定收益）资产或与特定策略挂钩的结
构性产品及另类欧盟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UCITS)基金。
追赶净零碳经济目标：欧盟国家、美国及中国纷纷将采用低/零碳能源减少碳排放和污
染作为优先事项，我们认为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将推升碳信用定价。自2020年11月以
来，欧盟的碳信用已经是之前的两倍多，接近50欧元/公吨。但除只关注太阳能板、风
能发电及氢燃料电池技术之外，我们也认为节能、大型工业电池存储、生物质收获/炼
制及碳捕获以提供“清洁”天然气等领域是气候变化主题下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子主题。核
能也有潜力成为正式的低碳能源，欧盟“联合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ouncil)”认为应
将核电列为“绿色能源”。

在可持续世界的粮食未来：粮食是生命之本，是我们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经
济举足轻重。许多人希望他们的食物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应考虑到生
产和消耗粮食对世界资源产生的影响。粮食生产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6%，因此必然成
为全球净零碳战略的重要一环。
可持续的粮食体系是在为人们提供健康的粮食的同时确保对与粮食相关的环境、经济和
社会体系产生可持续的影响。建立可持续的粮食体系首先要发展可持续农业（例如更有
效的农业用水）、更可持续的粮食分配系统（运用回收/可回收包装）、形成可持续饮
食习惯及减少整个体系中的粮食浪费，从而达到联合国的17大可持续发展目标。
消费者已准备好掏腰包：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家庭已经积累至少5.4万亿美元的
过剩储蓄，当中2万多亿美元预期将在各国接近群体免疫后重启经济之际用于消费。从
以色列、美国和英国的例子来看，一旦接种率达到总人口的40%-60%，新冠感染率和
住院率都会随之下降。按欧洲大陆目前的日接种率来看，该地区有望在6月底之前达到
这一接种水平。这意味着2021年下半年的消费支出将加快。近期而言，国内旅游、家
具娱乐（游戏和串流服务）、宠物护理、DIY（装饰房子和花园）以及服装零售都将受
惠于这一消费热潮。
Edmund Shing博士，
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全球首席投资官

https://www.linkedin.com/in/edmund-shing-3baa0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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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通胀
经济增长

通胀

我们预期，在美国实施新的刺激计划（包括“重建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基
建计划）之际，国内生产总值(GDP) 将超过疫情前的水平。从近期英国与美国的
经济重启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前景非常乐观。
 美国的疫苗接种计划取得进展，再加
上早前推出的两大纾困计划，应能促
进2021/22年度经济强劲增长。

法国巴黎银行预测

 随着防疫限制措施放宽，我们预期欧
元区经济从6月开始会逐步复苏，下
半年复苏步伐将会加快。
 新冠疫苗分配提速，高危病人现已接
种疫苗，死亡人数应会继续下跌。医
院及重症监护室的情况也不断改善。
 政府的支出计划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应能产生所谓的“财政乘数效应”。

GDP增长%

疫苗接种进展及其短期影响或将导致通胀过度飙升。事实上，美国的通胀率可能因
此于今年大概年底达到峰值，而欧元区则是在2022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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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法国巴黎银行，2021年4月2日

 未来几个月里，通胀率将继续上升。
但大多数影响只会是暂时的。
 美国通胀率可能与第二/第三季飙升
至3%以上水平，但明年初应会逐步
回落。欧元区通胀率则会于今年下半
年超过2%，并于2022年初回落至2%
以下水平。目前仍存在大量过剩产能
及重返就业市场的空间。这限制通胀
风险，特别是在欧洲。

法国巴黎银行预测
CPI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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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通胀预期受到最新数据的影响，
各央行将监控“自证预言”的风险。

新兴市场
中国

2.9

2.5

1.8

2.8

 中期而言，成熟及新兴经济体所面对
的通胀压力总体上应保持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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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法国巴黎银行，202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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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与债券收益率
央行

债息

我们预期美国会于今年9月宣布减码，于2022年初开始执行，而且会在新冠疫情的影
响消退后开始首次加息，即2023年第三季。欧洲央行表示或会从今年6月开始非常缓
步地缩减买债规模，但同时强调会保持“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的灵活性。目前
尚未考虑加息。

 美联储维持其基本预测：通胀将是短
暂的，就业情况将继续改善，但尚不
足以成为撤回货币支持的理由。美联
储希望改善所有美国人的就业情况，
包括少数族裔。然而，最低工资阶层
中20%的人在货币支持措施实施12个
月之后仍处于失业状态。我们预期美
国会于今年9月宣布减码，于2022年初
开始执行，并会在2023年第三季首次
加息。
 欧洲央行采取的是合理乐观的基调。
疫苗接种计划不断提速，经济复苏应
较强劲。欧洲央行或会从6月开始非常
缓步地缩减买债规模，但同时强调会
保持“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的灵
活性。目前尚未考虑加息。

6

Monetary Policy Rates of Major Central Banks

实际数据证实经济活动复苏，应会令美国长债收益率稍作喘息后再度走高。我们
对美国和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2个月目标分别为2%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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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的趋势似乎已经
结束（如右图）。长期利率于今年4月
下滑，尤其是在美国十年期国债价格
从超卖部位反弹，因为美国境外（日
本等）及境内（美国公共及企业养老
基金）投资者纷纷转为买家。
 在此次喘息后，我们预期长债收益率
会继续攀升，可能会从夏季开始，因
为夏季的实际数据将反映需求的急速
恢复以及通胀走高。我们预期美国十
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2个月里会升至2%。
 截至目前，欧洲央行已成功限制德国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上涨。随着欧洲
央行开始讨论结束PEPP计划的凈买入，
这一影响或会减弱。我们对德国十年
期国债收益率12个月目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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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的未来：健康、生产力及水资源安全

图1：2020年全球肉类替代品与肉类数量增长

图2：农业与粮食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资料来源：Euromonitors、瑞银分析数据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 Sustainalytics

中期主题，高风险

人们日益意识到粮食生产及消费链对环境及我们的碳足迹的影响。这些主题亦属于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因此，我们预期这些领域的商品与服务非常强劲的需求。
食品和营养的新趋势现时侧重健康饮食与保健营养品（具有保健功能的食物）、纯素
食/素食及包括植物性肉类替代品在内的产品等。我们亦会分析粮食生产创新在提高农
业产量及减少用水量、运用更环保的肥料及回收再用方面的角色。最后，环保包装及
塑料袋替代品领域蕴藏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粮食需求及粮食生产创新
该主题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负责任消费和生
产”及“水”。联合国估计，尽管生育率有所下降，但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77亿
人飙升至97亿人。确保世界人口以可持续和无害环境的方式获得粮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挑战之一。该主题将是消费者、各政府及企业的优先事项。
粮食需求因人口增长而不断增加，但其性质也在变化。实际上，最近的需求趋势表明，
由于人们日益关注身体健康和碳足迹意识，人们开始转向非肉类或纯素食品（如图1）。
.

的确，粮食生产是造成污染和用水的主要根源。肉制品生产尤其如此，甚至对二氧化碳排
放负有责任（如图2）。因此，实现更可持续的粮食生产系统之路至关重要。农业科学、
精准农业及减少价值链中废物生成的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大有裨益。
食品饮料公司亦意识到对其产品的终端需求构成的影响，并迅速调整产品组合，以适应新
的食品趋势。此外，机构及零售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时越来越注重环境、社会及管治(ESG)
准则，这也会给企业构成压力，促使其采取必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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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主题相关的投资方案主要涉及股票。尽管该主题具有相关性及吸引的潜在回报，
但投资方案仍将受到全球股票市场走势的影响。能够降低这一影响的一大因素是，
与该主题相关的公司常受惠于自身在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方面的高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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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ased: 2020 = 100

主要风险

农业生产商的整体表现优于餐饮业

未来食品指数跑赢全球股票
Rebased: 2020 = 100

机会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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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与包装

食品行业大趋势的主要受益者

水资源是联合国设定的一大可持续发展目标。地球上仅3%的水是淡水，当中约7.5%是
可使用的。世界各国政府一直意识到可用水资源的重要性，尤其是粮食生产用水。优化
水资源使用和再利用及循环用水技术，将成为该领域实现循环经济的重要基石。

我们关注食品价值链的三个环节，以及积极推动可持续食品生产及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公司：

消费者愈发意识到包装（首当其冲的是塑料）对环境产生的后果，这将成为带动变革的
另一主要推动力。媒体对这一话题的报道亦越来越多。各国政府也深知，采取行动刻不
容缓。欧盟于2019年6月发布的《一次性塑料新指令》（即Directive (EU) 2019/904）
是关键里程碑，美国等其他国家也相继效仿。

(2) 农业科学创新，包括生物农药与化肥、精准农业（定量投入已提高农作物产量）及减少
废物的科技创新；及

(1) 对新兴食品的需求，比如肉类替代品和纯素食品；

(3) 运用减少和回收再用包装技术的可持续性包装、塑料替代品等。
我们会侧重覆盖这些领域的公司的股票，或透过主动式管理基金或交易所买卖基金(ETF)的
投资。

02
在碳减排中寻找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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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美国和中国正在加大投资，透过太阳能、风能、生物质及核能发电的结合来
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电气化程度越来越高，将需要更强的大规模工业电池存储能力，以便在不能利用太
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天气情况下供电。

凈零碳目标竞赛如火如荼
欧洲和美国计划加大投入以实现零碳：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后，总统拜登的就业
计划的目标是改善基础设施，即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05年水平减少50%，
2050年前减少100%。该计划的资金源自增加个人及企业税收，这一计划应能在未来八
年里对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板块起到显著提振作用。
同样，规模达到7500亿欧元的欧盟复苏基金也是以实现欧盟经济的绿色转型（头三年部
署2250亿欧元）为目标，随着全球电气化的深入推进，也将促进太阳能、风能及生物质
能源生产领域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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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碳定价机制盛行。欧盟碳信用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自2020年11月以来价格
翻了一番，达到每吨45欧元。监管收紧将提升碳定价，从而有助于实现凈零碳目标。

45

IHS Markit Global Carbon
Index

中期主题、高风险

低碳股持续表现优异

欧盟碳信用定价自2020年11月翻了一番
EU carbon credit EUR/ton

在碳减排中寻找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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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

碳信用价格腾飞：欧盟碳信用市场自2020年11月开始呈牛市，部分是因为欧盟计划推出
另一更严格的排放量交易体系以削减碳排放。自去年11月以来，欧盟2021年12月的碳信
用价格翻了一番，达到每吨45欧元。
给碳排放定出价格并非欧盟独有的项目 – 美国加州、美国东北部地区及加拿大魁北克省都
有碳信用计划。此外，中国今年也已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预计该市场将成为全球
最大、涉及大约33亿吨的二氧化碳的市场。这将会给各经济体带来更大压力，促使其转向
低碳能源并推动碳捕捉系统及碳抵消计划。

5月25日很关键：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齐聚布鲁塞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如何实现欧盟集团
可再生能源股目前的估值较合理：清洁能源交易所买卖基金(ETF)自今年2月中以来已大
幅修正，标普全球指数及Wilderhill清洁能源指数大跌35-40%，至近期低位。毋庸置疑， 2030年的共同减排目标，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减少至少55%。欧盟亦考虑建
立额外的减少建筑与道路交通污染的激励机制，以提振欧盟的碳信用需求。
太阳能、风能及生物质能源股今年初被高估，但现在已经回落许多。
关注德国绿党9月表现：在即将到来的9月26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若绿党获胜（可能
年初至今，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环境、社会及管治(ESG)主题基金：这一结构性长期趋
势几乎没有减弱的迹象。清洁能源指数与美国大型科技股（以纳斯达克100指数为代表） 成为重要的执政联盟伙伴），则能够加速德国逐步淘汰内燃机/ICE汽车（从而削减石油需
求）进程，并加强对提升二氧化碳定价的支持。
之间的相关性依然高企 – 所以科技股反弹之际，清洁能源股也跟着大涨，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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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绿化”

电池金属因强劲需求录得快速增长

欧洲汽车的平均寿命是11.5年

$ prices rebased:
2015 = 100

 不要假设短期内会摒弃所有化石燃料。欧洲汽车的平均寿命是11.5年，因此数年之
内并不是人人都会开始驾驶电动车或混合动力车。
 中期而言，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等生物燃料仍然是现有内燃机(ICE)车辆更环保的
解决方案。
 该主题投资于：低碳公司、能源效率、积极参与碳信用的公司、生物燃料提炼商、
碳抵销计划（包括“蓝碳”、碳捕捉科技以及以储电为主的电池/“电气化”金属）。

使用生物燃料仍实现全面电动化之前的重要步骤：二手车及重型车若使用更多生物燃料
（生物乙醇或以木浆、小麦或玉米制成的生物柴油）也能变得更加环保。石油及天然气
行业内的生物燃料提炼商则成为“绿色”石油相关公司，对于“绿化”现有汽车和卡车至关
重要。
铂金组金属有望减少污染：欧洲和中国对汽车排放的监管更加严格，令相关主要贵金属
需求升温，这些贵金属（铂金、钯金及铑）用于生产内燃机汽车的汽车催化转换器，以
减少对城市造成的污染。
用于电动车、绿色基础设施的电池金属需求高涨：铜、镍、铝、锂和锡等主要“电气化”
基础金属商品的价格自2020年4月以来都至少上涨50%，皆因有电动车及可再生能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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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CEA

全球经济实现全面电气化需耗时数载
我 们 不 会 在 一 夜 之 间 开 上 特 斯 拉 ： 除 特 斯 拉 相 对 昂 贵 且 相 对 不 可 靠 （ 根 据 JD
Power2021年的问卷结果）之外，我们并非人人都开新车。目前在路上的欧洲汽车的平
均寿命是11.5年，而美国是12年。另外，由于半导体短缺导致全球新车产量减缓，汽车
的平均寿命今年或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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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彭博

求。
据世界银行统计，有些金属的需求增幅高达500%，尤其是用于储能科技的金属，例如
锂、石墨和钴。到2050年，仅能源科技每年对镍的需求就能达到2018年全球镍总产量
水平。对用于能源生产及储存的基础金属及贵金属（例如银）的需求将大幅增加。
碳捕获和储存(CCS)和碳抵消（例如“蓝碳”）：投资于碳捕获和碳抵消项目是现时减少
碳足迹的两大实际做法。碳捕捉是指一系列不同的科技，用于防止大型工厂及发电厂产
生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而加速全球变暖。第一步是为工厂烟囱安装溶剂过滤器，
可在二氧化碳“逃脱”之前将其捕获。然后这些气体可通过管道输送到可以使用或储存的
地点。大部分二氧化碳将被注入地下深处（例如注入被废弃的矿井或油井）。
碳项目是一种抵消碳排放的途径，即投资自然栖息地，包括可以吸收二氧化碳的“蓝碳”。
例如，为种植新森林、建立和维护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例如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床）
提供资金。

03
避免100%股票风险之下
实现实质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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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100% 股票风险之下实现实质回报

低波动因子在夏季胜出

医疗保健、食品饮料及全球科技股皆跑赢欧洲基
准指数

中期主题、中期风险

 我们认为股票市场的中期前景仍然乐观，因此我们不建议投资者出售股票部位，纵
使自2020年初以来已累积大量收益。
 然而，从历史数据来看，在夏季月份将部分股票投资从风险更高的周期性板块及股
票轮转至更具防守性的板块（例如低波动类股与医疗保健股），收益表现都不俗。
对于想要寻求正面实质回报且以收入为导向的投资者而言，低波动性及优质收息策
略是具吸引力的投资之选，是现金、主权债及投资级债所达不到的。

忐忑不安的投资者纷纷寻求降低股票风险之道
“五穷六绝七翻身”（直至9月底）：今年即使是冷静理性的投资者也有许多理由注意这一
股市“金科玉律”：
股市回报强劲：以美元计，全球股票市场已从2020年3月市场低位反弹84%，从2020年
11月初反弹27%。股市估值处于高位，尤其是美股（标普500指数2022年底市盈率预测
为22.3倍）。高估值往往意味着未来的长远回报率较低。
季节性负面因素：历史上而言，夏季月份（5月至9月，包含首尾两个月）的股票回报率
远低于10月至来年4月的回报率，这表明投资者此时应采取更具防守性的策略。

注：平均回报率数据为1997-2020年数据
资料来源：法国巴黎银行、彭博

资料来源：彭博

低波动、优质收息策略“东山再起”：在股息策略整体表现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后，低波动及
优质收息策略表现开始有起色。欧洲股息终于“东山再起”，银行目前可以派发2021年股息
（欧洲金融监管机构2020年曾全面禁止银行派息）。尽管现金、主权债或甚至是投资级
企业债的收益率仍然非常低，但预估欧元STOXX精选股息30指数2021年底的股息率为
5%+。
我们倾向于不投资于精选股息30指数这样的纯高股息指数，反而看好股息率稍微较低（但
仍具吸引力）而且拥有合理的派息比率、强劲的盈利能力及未来股息增长潜力的股息增长
或优质收息策略。长远来看，这更有机会维持及/或增加股息，而且一般也为有耐性的投
资者提供更好的总回报。

在夏季月份，有些策略的回报率平均而言仍为正值，即欧洲的低波动及防守性股票策略。
平均而言， 5月至9月期间，即基准指数 - 欧洲STOXX指数一般下跌1.7%的情况下，中
请注意，学术研究强调，低波动、高息股票投资组合策略（与股票收益投资中的优质股息
低波动性股票的回报率虽低但为正值(1.0%)。我们留意到防守性股也有类似的趋势（一
增长方法有很大关联）的风险调整后表现优异。2016年以来，欧洲低波动及优质股息股
般对经济形势不敏感的公司，包括医疗保健、公用事业及食品饮料公司等）。自2005年
票指数的平均年回报率为6%至13%，而且风险水平低于基准欧洲STOXX指数。
以来，欧洲防守性股在夏季的涨幅为2.4%，而周期性股同期平均回报仅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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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青睐混合资产投资，以获取收益及实质回报：可换股债券、应急可转债(CoCo)
及优先股。
 上市及私人房地产基金的估值继续具吸引力、收益率稳健而且未来有潜力实现资本
及租金增长。欧洲经济体重启有望推动写字楼与零售板块复苏。
 波动性较低的股票投资形式也可以透过结构性产品及另类欧盟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
计划(UCITS)基金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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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return indices:
2012 = 100

 混合资产类别介于高风险股票与超低收益率债券之间，有潜力缔造正面实质回报，
而且所承担的风险低于股票市场风险。

REITs、优先股跑赢债券 + 信贷

CoCo债券及可换股债券跑赢债券及信贷

Total return indices:
2016 = 100

缔造混合收益与实质回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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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风险低于股票但收益高过债券的投资方案
寻求扣除通胀后依然为正的回报率，但避开股票？若不想接受政府债或现金投资扣除通
胀后的负回报，还可考虑几个混合资产类别，从其历史表现来看，这些资产类别的风险
低于股票，但其回报比债券和信贷都要出色。可换股债券：这类债券属于混合固定收益
企业债，可赚取利息，亦可转换为预定数目之股票。债转股可于债券到期前的若干时间
点完成，通常由债券持有人决定。2016年以来，欧元可换股债券年均回报率为3.6%，
较欧元投资级信贷及政府债高出1%以上。 额外一级资本(AT1)应急可转债: 这些是欧洲
银行发行的企业债。鉴于该类债券涉及的风险更高，其收益率高于传统债券。这类债券
亦称为“CoCo债券”，是可赎回的永续债，并具有损失吸收特征。一旦发行人的股本比
率低于预先设定的水平，该等债券会转换为普通股（按现行价格，即已下跌之价格）。
发行人可取消利息派发。优先股：该等股票的股息优先于普通股派发，而且在公司无力
偿债的情况下的受偿顺序优先于普通股。大多数优先股的股息固定，2021年初以来的
平均回报率为7+%。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与基金：直至2020年2月，欧洲上市房地产公司(REITs)表现
一直强劲。疫情大流行后，随着欧洲经济迈向重新开放，推动REITs的价值强劲复苏，购
物中心及仓库地产资产领涨。
结构性产品通常涉及使用复杂工具（期货、期权及信贷违约掉期），个人投资者通常对此
等工具的投资机会有限。该等工具有助于优化回报率或限制亏损，同时降低对利率上升或
下跌的敏感度。我们专注于两大类以股票为基础的结构性产品：1) 提供部分或全部资本保
证及捕捉欧洲股票市场的升势; 及2) 结合欧洲或全球股票市场长仓与看涨波动性或看涨认
沽期权的结构性产品，可对冲股票下跌。
另类UCITS（对冲）基金：该等基金可持有股票等资产类别的长仓及短仓，可减少基金于
股票市场的净投资，从而降低基金长期回报的波动性。我们专注于三大策略：股票长/短
仓(2012年以来的年均回报率为8.0%)、全球宏观(4.6%)及事件主导型策略(6.7%)。从回报
率来看，所有这些策略跑赢信贷及政府债（尽管其波幅更低）的幅度都远超股票市场。

04
准备好迎接
消费“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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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海啸”即将来袭

欧盟家庭的财务状况良好且愿意消费

2021年美国零售销售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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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性消费增长趋势：宠物护理、个人健康与健身（健康营养、家居健身器材/运
动服、健身追踪器）及5G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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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提货”（即线上下单，线下提货）的混合模式增长：消费者喜欢在线浏览商品，
但也会去实体店先看看实物产品、咨询意见，然后购买或提取在网上下的单，这反
而加快订单完成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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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复性”消费：旅游及旅游相关的消费、房屋相关需求（建筑、自己动手/DIY、家
具）。银行及房地产应能受益于强劲的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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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主题、高风险

2017 2018 2019 2020
US retail sales ex food, autos

2021

资料来源：彭博

-20
2015

2017
2019
2021
EU: Future major purchasing intentions
EU: Current financial situation

10

资料来源：彭博

家庭支出强势回归
储蓄“海啸”将被释放：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家庭已累积至少5.4万亿美元的过剩储
蓄，当中2+万亿美元预期将在各国重启及接近群体免疫之际被用于消费。
疫苗接种计划将推动重启：以色列、美国及欧洲的证据表明，一旦接种率达到总人口的
40-60% ，新冠病毒感染率和住院率就会下降。按目前的接种速度来看，欧洲大陆有望
在6月底之前达到这一接种率，意味着今年下半年的消费支出将加速。但随着大多数西
方国家的新增感染率纷纷快速下滑，再加上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加速推进的有利影响下，
这些社交防疫措施在2021年第二季度逐渐放宽。
人们都迫不及待想花钱：我们预期这两大趋势将令2021年下半年的家庭消费激增，从而
推动金融、零售、旅游及休闲娱乐、媒体及汽车等服务板块的盈利强劲复苏。
我们关注的是过去数月里已经呈现强劲增长的消费类别，包括DIY及家居装修、园艺、
宠物护理、体育用品及运动服饰。

一旦取消旅行限制及封关措施，可想而知，已经厌倦封锁的消费者会急不可耐地踏上旅途。
世界旅游组织预期，国内游将先于国际旅游复苏，汽车出行会随之增加，进而提振汽油/
柴油需求以及短途旅行及周末游的酒店需求。
服装、奢侈品迎头赶上：当社交聚会再获批准时，我们预期人们在化妆品、香水及庆祝服
装上的支出会增加，因为他们再次可以在安全的条件下精心打扮及社交。这对奢侈品公司
来说可能是好消息，这类公司因疫情下免税店零售销售下滑及限聚令的实施破受打击。
日常生活围绕智能手机/5G：手机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多重要？不妨看看以下数据：
今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将达到38亿人；47%的美国智能手机用户表示他们没有手机就活不
下去；62%的智能手机用户已经透过手机进行购物；应用程序内建广告规模2021年将升
至2,010亿美元；2020年99%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移动设备上网。
结语：网速超快的5G移动互联网正掀起下一波规模巨大的全球智能手机更新换代浪潮，
而过剩储蓄将起到推动作用。毋庸置疑，这将利好5G基础设施提供商、手机制造商及半
导体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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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环境利好银行及房地产：有更多的家庭有能力还贷款及/或拿到新的贷款去购
置新车或从市中心搬到郊区住。
 线上及全渠道零售：物流地产、物流运营商、生态包装、线上零售履约、线上零售
商、网络安全（构建顾客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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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娱乐及部分材料公司仍表现良好

金融机构及房地产公司目前亦转亏为盈

由于消费者更常出门活动，2021年的电子消费增长显然会放缓，但仍会继续发展。主要
的受惠者将是餐厅、酒店、游乐园、商场及其他娱乐场所。

2020年初整个经济体系关闭时，金融系统会备受重创的担忧承险。但幸亏货币及政治当
局迅速下场干预，推出大规模的纾困计划，才得以避免一些评论员所预测的市场崩溃。

尽管如此，在经历一年多的各种形式的封锁之后，大部分以前不喜欢电脑和上网的人现
在都已经离不开互联网。网上购物加速，市场份额将持续增长。电子商务、流媒体、电
子游戏及电子竞技吸引的受众越来越广，最新企业业绩确认该等新消遣方式的受欢迎程
度日渐提升。要支撑这些增长需要日益强大的设备及电信基础设施。由此造成的元件短
缺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银行先前就已经就预期坏账作出大额拨备，目前已有能力收回大部分拨备。银行发布的
2021年第一季业绩十分亮丽，远胜预期。资产负债表稳健（部分银行继续透过并购实现
增长）。随着今年恢复派息，银行业再次具吸引力，甚至略便宜，而且到目前为止的表现
落后于大市复苏。稳健的资产负债表、过剩的现金及消费复苏将支撑借贷增长。保持线上
业务强劲已是必不可少的。提供方便、可靠及具吸引力的线上服务的金融机构将成为赢家。

随着超快5G移动互联网成为现实，设计和生产新型高端半导体、电信元件及设备的公司
之盈利蒸蒸日上。

房地产是另一受惠于经济重启的板块，仍跑输股市复苏。仓库及物流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
现不俗，而且将继续如此。展望未来，商场及住宅房地产将受惠于消费者购物更多及受够
长时间的封锁后希望寻找更大的居住空间。公司目前正鼓励员工回办公室上班。美国房地
产亦因为重启而表现良好，我们预期欧洲也会紧跟其后。

提供数据中心及其他科技设施的房地产公司亦表现良好。
对更环保的产品（例如混合动力或电动车）的需求正推动“电池”金属（铜价接近历史高
位）及日益稀缺的稀土元素需求的结构性增长。

A
附录：
我们今年初提出的
2021年十大投资主题

2021年投资主题－年中回顾与展望

2021年十大投资主题
短期
技术性主题

01 疫苗、经济复苏与再通胀
02 低波动绝对回报：面对负利率世界的挑战

中期
均衡主题

03 深度探索收益
04 身处万变世界，构建全新多元化投资组合
05 拥抱巨龙 – 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与经济改革

长期
结构性大趋势

06 疫情封锁后世界的新消费习惯
07 世代影响力转变：人口趋势如何提升生活质素
08 智慧科技之赋能者

长期
ESG 主题

09 能源转型与“绿色协议”– 长线机遇
10 良好的公司管治有助于降低风险并造就优异表现：投资于信任与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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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2021年的十大投资主题与基准年初至今的表现对比
主题 1：疫苗、经济复苏与再通胀

10.9%
10.6%

主题 7: 世代影响力转变：人口趋势如何提升生活质素

10.4%
10.6%

主题 10: 良好的公司管治有助于降低风险并造就优异表现：投资于信任与盈利能力
8.1%

主题 6: 疫情封锁后世界的新消费习惯
6.6%

主题 8: 智慧科技之赋能者
主题 2: 低波动绝对回报：面对负利率世界的挑战

1.8%
2.2%

主题 4: 身处万变世界，构建全新多元化投资组合

1.0%
2.1%

10.6%

0.5%

主题 5: 拥抱巨龙 – 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与经济改革

0.2%

主题 3: 深度探索收益（美元）

-10.0%

10.6%

0.7%
1.9%

主题 3: 深度探索收益（欧元）

主题 9: 能源转型与「绿色协议」– 长线机遇

16.7%

10.6%

10.6%
2.5%

-4.8%
-5.0%
投资主题年初至今表现

10.6%
0.0%

5.0%

10.0%

15.0%

20.0%

基准表现*

*基准为MSCI AC世界指数（主题2、3及4除外，我们采用的是通胀率）
资料来源：Refinitiv Datastream, 2021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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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1/2)
本文件/通讯/信息（统称“文件”）由法国巴黎银行，透过其新加
坡分行在新加坡提供，并由法国巴黎银行，透过其香港分行在香
港提供。法国巴黎银行是一家在法国成立的公众有限公司
(société anonyme)，其成员承担有限法律责任。法国巴黎银行，
透过其香港分行为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监管的持牌银行，及《证券
及期货条例》（香港法例第571章）所指的注册机构; 于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注册, 获准进行第1、4、6及
9类受规管活动（证监会中央编号：AAF564）。法国巴黎银行，
透过其新加坡分行（单一机构识别号码/注册编号：
S71FC2142G）为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的持牌银行。“法国
巴黎银行财富管理”乃法国巴黎银行运营之财富管理业务之名称。
“法国巴黎银行财富管理”（单一机构识别号码/注册编号：
53347235X）是根据Business Names Registration Act 2014在
新加坡注册之企业名称。
本文件仅供一般参考，不应用作订立任何特定交易的参考。阁下
不应对本文件的资料和意见加以依赖，亦不应用以取替阁下的任
何决定或寻求独立专业意见(如不论是财务、法律、会计、税务
或其他意见)的需要。本文件不拟作为进行买卖或订立交易的要
约或游說。此外，本文件及其内容不拟作为任何類别或形式的广
告、诱因或声明。法国巴黎银行保留权利（但并无责任）随时在
不发出通知的情况下更改本文件的资料，而且，除非适用于阁下
帐户的条款及条件第6.5条另有规定，否则法国巴黎银行毋须对
有关变动所引致的任何后果负责。
本文件所载资料仅拟作讨论用途，若投资者决定进行有关交易，
将受制于有关交易的最终条款所约束。它并不代表 (1) 交易的实
际条款， (2) 任何现有交易可以解除的实际条款，3) 交易提早终
止后应支付金额的计算或估算，或4) 法国巴黎银行在其财务报告

账目中给出的交易实际估值。交易的最终条款将载于条款清单、
适用条款合同和/或确认书。另请参阅有关文件所载之免责声明，
以及本行收费表中有关费用、收费及/或佣金的披露及其他重要
资料。
若本文件是交易完成/交易确认书，请仔细检查本文件中所列出
的资料，如发现任何差异，请阁下立即与我们联系。本文件的内
容取决于我们随后以邮件形式寄出之银行对账单中的最终交易详
情/信息及/或建议（如有）。本文件包含仅供上述收件人使用之
机密信息。若阁下并非收件人，请勿传播、复制或依据本文件采
取任何行动。若阁下误收到本文件，请立即通知法国巴黎银行并
删除/销毁本文件。
尽管本文件提供的资料和意見可能取自或源自被视为可靠的已发
布或未发布的來源，而且在拟备本文件时已采取一切合理审慎的
措施，但法国巴黎银行并无就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
隐含的声明或担保，而且，除非适用于阁下帐户的条款及条件第
6.5条另有规定，否则法国巴黎银行毋须就任何不确资料、误差
或遗漏承担责任。本文件所载的所有估计及意見构成法国巴黎银
行在截至本文件刊发日期的判断，而所表达的意見可予更改，毋
须另行通知。本文所载资料可能包含前瞻性陈述。“认为”、“预
期”、“预计”、“预测”、“估计”、“预估”、“有信心”、“具信心”等字
词和其他类似用语亦旨在表明前瞻性陈述。此等前瞻性陈述并非
历史事实，而是法国巴黎银行根据当前可用资料所建立的现行信
念、假设、预期、估计和预测，并包括已知和未知风险及不确定
因素。此等前瞻性陈述并非未来表现的保证，并附带各种风险、
不确定因素和其他因素，部份无法控制及难以预估。因此，实际
结果可能与此等前瞻性陈述所表达、暗示或预测显着有别。投资
者应自行独立判断任何前瞻性陈述，并自行咨询专业意见以理解

该等前瞻性陈述。法国巴黎银行概不保证更新有关前瞻性陈述。
当投资者考虑关于产品/投资表现的任何理论历史资料时，投资
者应注意有关过往表现的任何提述不应被视为未來表现的指标。
法国巴黎银行并无就任何投资/交易的预期或预计成效、盈利能
力、回报、表现、结果、影响、后果或利益作出任何担保、保证
或声明。除非适用于阁下帐户的条款及条件第6.5条另有规定，
否则法国巴黎银行集团公司或实体概不会就使用或依赖本文件或
所提供的资料的任何部份而直接或间接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
责任。
结构性交易为复杂的交易，可能涉及的损失风险甚高，包括可能
损失所投资的本金。若本文件所述的任何产品是涉及衍生工具的
结构性产品，除非阁下已完全了解并同意接受所有风险，否则阁
下不应对该产品进行投资。若阁下对任何产品/交易有任何疑问，
应寻求独立专业意见。
各投资者/认购方在订立任何一项交易前，应充份了解产品/投资
的条款、条件及特点，以及订立交易/投资的风险、优点及适用
性（包括与发行人相关的任何市场风险），并在作出投资前咨询
其本身独立的法律、监管、税务、财务及会计顾问。投资者/认
购方应充份了解有关投资的特点，而且具有承担投资损失的财力，
和愿意承担所有相关风险。除非另有明确书面协定，否则 (1) 若
法国巴黎银行无向投资者/认购方游说出售或建议任何金融产品，
其于任何交易中均非以财务顾问的身份为投资者/认购方行事，
以及 (2) 无论如何，法国巴黎银行于任何交易中均非以受信人的
身份为投资者/认购方行事。
在本文件刊发之前或之后，法国巴黎银行及/或它的聯系人或关
連人士可能或经已为其本身进行有关本文件所述的产品或任何相
关产品的交易。在本文件刊发当日，法国巴黎银行、它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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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2/2)
或关连人士及其各自的董事及/或代表及/或雇员可能就本文件所
述的产品，或以该产品为基础的衍生工具进行坐盘交易，并可能
持有长仓或短仓或其他权益，或进行庄家活动，及可能随时在公
开市场或其他市场以主事人或代理或市场庄家的身份购入及/或
沽售投资。此外，法国巴黎银行及/或它的联系或关连人士在过
去十二个月内可能担任投资银行，或可能已向本文件所述的公司
或就本文件所述的产品提供重要的意見或投资服务。
本文件属机密性质，并仅拟供法国巴黎银行、它的聯营公司、其
各自的董事、高级职员及/或雇员和本文件的收件人使用。在未
获得法国巴黎银行的事先书面同意前，本文件不可由任何收件人
向任何其他人士派发、发布、复制或披露，亦不可在任何文件中
引用或提述。
香港：本文件由法国巴黎银行，透过其香港分行在香港派发。本
文件在香港仅派发予专业投资者（定义見《证券及期货条例》
（香港法例第571章）附表一第一部）。本文件所述的部份产品
或交易在香港可能未经许可，及不可向香港投资者发售。
新加坡：本文件由法国巴黎银行，透过其新加坡分行在新加坡仅
派发予认可投资者（定义見新加坡法例第289章《证券及期货
法》），并不拟向并非认可投资者的新加坡投资者派发，而且不
应向任何该等人士传送。本文件所述的部份产品或交易在新加坡
可能未经许可，及不可向新加坡投资者发售。
除非适用于阁下帐户的条款及条件第6.5条另有规定，否则本文
件的资料仅供拟定收件人传阅，不拟作为向本文件的收件人提供
的建议或投资意見。本文件的收件人在作出购买或订立任何产品
或交易的承约前，应就产品或交易的合适性（经考虑收件人的特
定投资目标、财务狀况和特别需要），以及有关产品或交易所涉

及的风险，咨询其本身的专业顾问的意見。
请注意，本文件可能与法国巴黎银行作为发行人的产品有关，在
此情况下，本文件或本文件所载资料可能由法国巴黎银行作为产
品发行人的身份编制（“发行人文件”）。当发行人文件由法国巴
黎银行，透过其香港分行，或由法国巴黎银行，透过其新加坡分
行，以分销商的身份提供给阁下时，亦受制于法国巴黎银行财富
管理适用于阁下账户的条款及条件第6.5条所约束。如发行人文
件的条款与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适用于阁下账户的条款及条件
第6.5条之间存在任何不一致，概以后者为准。
请注意：任何投资产品或交易所涉及各方、其投资专业人士和/
或其联营公司的整体投资活动或角色，可能会导致各种潜在和实
际利益冲突。具体而言，交易对手/发行人/提供商或其相关实体
或联营公司可能提供或管理其他投资，其利益可能与阁下在该投
资产品或交易中的投资利益有所不同；或当产品交易对手或发行
人是法国巴黎银行或其相关实体或联营公司时，法国巴黎银行亦
可能是同一产品的分销商、担保人、计算代理人和/或安排人。
法国巴黎银行及其联属公司以及与其有联系或有关连的人士(统
称“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可能以庄家身份或可作为委托人或代理人
买卖本文件所述证券或有关衍生产品。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可能于
本文件所载的发行人中拥有财务权益,包括于持有其证券的长仓
或短仓及/或有关期权、期货或其他衍生工具。法国巴黎银行集
团(包括其高级职员及雇员)可能或已经出任本文件所述任何发行
人的高级职员、董事或顾问。法国巴黎财银行集团可能于过去12
个月内不时为本文件所提述的任何发行人招揽、进行或已进行投
资银行、包销或其他服务(包括作为顾问、经办人、包销商或放
款人)。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可在法律准许的情况下,于本文件所载
的资料刊发之前,依据有关资料或据此进行的研究或分析行事,或

使用有关资料或据此进行的研究或分析。法国巴黎银行集团的成
员公司可能对于有关结构性产品项下若干责任有利益冲突。例如,
其及其联属公司可能为其本身或为其他人士进行相关产品的交易。
其或其联属公司可能收取任何相关产品的部分管理或其他费用。
法国巴黎银行可向与相关产品有关的实体提供其他服务并获支付
酬金。所有此等活动均可能导致有关法国巴黎银行的若干财务权
益出现利益冲突。
如本文件涉及房地产，请注意，法国巴黎银行透过其香港分行在
香港提供的房地产服务仅限香港以外的物业。具体而言，法国巴
黎银行，透过其香港分行并未持有牌照处理位于香港的任何物业。
法国巴黎银行，透过其新加坡分行并未持有牌照处理及不提供房
地产服务，本文件亦不可这样被诠释。
法国巴黎银行之客户及交易对手有责任确保自身遵守美国第
13959号行政命令(EO) （经13974号行政命令修订）适用之规定
及后续所有官方指引。有关该行政命令的全部详情，请阁下参阅
以 下 网 页 ： 如 需 查 阅 该 行 政 命 令 全 文 ， 请 访 问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26/13959.pdf ； 如 需 了
解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OFAC)就该行政命令发布之
最 新 指 引 ， 请 访 问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financial-sanctions/recent-actions。
阁下一经接纳本文件，即同意受以上限制所约束。如中英文版本
有任何含糊不清或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在与法国巴黎银行
透过其新加坡分行进行的任何交易或安排中，英文版是唯一有效
版本，中文版将不予以考虑。
图片源自©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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