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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料加速“可持续智慧城市”与“医疗创新”发展

焦点
• 待此次疫情结束后，相信各政府会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检视公共卫生系统，寻找妥善预防、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与有效治疗、以及降低下一次疫情造成经济中断风险的方法。

• 这将产生强劲的对“打造结合复杂技术与高科技为一体的智慧生活”、以及“健全融合新科技和创新的公
共卫生基础设施”的需求。

• 潜在的受惠范畴包括： (1) 线上平台的使用率日益增加， (2) 无人配送、工业自动化及智慧物流的进一
步发展，(3) 将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融入公共卫生体系，以及 (4) 采用更快捷的医疗技术应用。

首席投资官见解 - 聚焦主题

哪些领域是潜在的受惠者？

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多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隔离及防御措施已改变消费行为并迫使企业探索远程
办公商业模式。企业和消费者纷纷从线下转线上。此次疫情令数字互联互通的趋势进一步加速。

受影响的国家正蒙受巨额的经济损失，众多企业眼下面临严峻挑战。待此次疫情结束后，相信各政府会投
入更多资源，用于检视公共卫生系统，寻找妥善预防、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与有效治疗、以及降低下一次
疫情造成经济中断风险的方法。

这将产生强劲的对“打造结合复杂技术与高科技为一体的智慧生活”、以及“健全融合新科技和创新的公共卫
生基础设施”的需求。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及5G等新科技近年来得到迅猛发展。新冠肺炎
疫情会刺激这些技术的商用、创新和新业务模式、从而进一步加强智慧城市与智慧医疗发展。

 线上平台的使用率日益增加 – 疫情期间，已产生众多新业务理念。举例来说，由于售楼处关闭，中国
房地产开发商纷纷转战线上营销，并推出新楼盘的打折优惠。电子商务、在线教育、在线服务及在线
娱乐也正迎头赶上，逐渐取代传统线下业务。未来还会有更多采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
的新业务模式接踵而至。

 无人配送、工业自动化及智慧物流的进一步发展 – 疫情期间，人际之间的接触减少，所以在配送、工
业和物流中使用机器人和机器变得更加普遍。此次疫情正推动各企业加入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大趋势，
以提升工业自动化。此外，自动驾驶技术也将为物流业赋予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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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投资官见解 - 聚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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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融入公共卫生体系 – 各政府将热衷于打造一个更安全、更注重健康的环境。未来
可能会有更多的数据共享、借力大数据、以及超级大数据的商业应用，以提供更好地监测、早期发现、
以及预防发生新疫情的风险。

 采用更快捷的医疗技术应用 – 现已有使用5G技术为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提供远程诊断的案例。远程诊断/
疗法/治疗势将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各政府料会认清医疗系统及整体经济在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多重弱点。为此，各政府或
将调配额外的资源并加大努力，以填补漏洞。随着部分政府已经增加财政支出来着力构建更可持续的城市，
此次疫情势将加速和扩大可持续新型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多个政府需要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联手构建
新的业务与管治模式。这也意味着，那些能力侧重于可持续设计与元素的颠覆性技术商业化的企业料会有日
益增多的机会。

未来可持续智慧城市

我们预期公共卫生系统会进行结构性改变，而且各经济体会走上智能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因此我们认为，
在此次不幸的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数年内，这些领域都将迎来令人振奋的发展机遇。任何市场调整皆是这些
大趋势投资主题的买入良机。

资料来源：Gartner (E) estimates、摩根士丹利、法国巴黎银行
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2月28日

软件及信息科技(IT)服务占企业IT支出的百分比在线购物占零售总销售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欧睿国际、摩根士丹利、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
理，截至2020年2月28日
注：2018年数据

新冠病毒正加速数字互联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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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

通胀

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
2019预测 2020预测 2021预测 2019预测 2020预测 2021预测

成
熟
市
场

美国 2.3 1.6 1.8 1.8 2.2 1.9
日本 1.0 -0.4 0.5 0.5 0.6 0.3
欧元区 1.2 0.7 1.5 1.2 0.9 1.1
英国 1.4 1.0 1.5 1.8 1.5 1.8

亚洲发展中国家* 5.6 5.8 5.9 2.7 3.0 3.2

北
亚

中国 6.1 4.5 5.8 2.9 3.2 1.5
香港* 0.3 1.5 2.5 3.0 2.6 2.6
南韩 2.0 1.8 2.5 0.5 0.9 1.4
台湾* 2.0 1.9 2.1 0.8 1.1 1.4

南
亚

印度 5.8 5.5 6.0 4.3 4.5 4.5
印尼 5.0 4.9 5.2 3.2 3.3 3.1

马来西亚 4.5 3.9 4.5 1.0 2.1 2.2

菲律宾* 5.7 6.2 6.4 2.5 2.3 3.1

新加坡* 0.5 1.0 1.6 0.7 1.0 1.3
泰国 2.9 2.2 3.2 0.9 0.9 1.2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经济研究中心，法国巴黎银行环球市场，截至2020年2月28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资料及预测，截至2020年2月28日

• 新冠肺炎对经济构成的影响或强于去年主导市场的贸易不确定性因素。我们认为
疫情的影响应是暂时的，但我们无法预测新冠病毒的传染程度及持续时间。病毒
传染范围越广、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触发二轮效应，从而导致对全球
经济的拖累更持久。

• 意大利、南韩及伊朗等国疫情最新情况表明，新冠肺炎不再局限于亚洲或中国。
最新经济数据（例如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亦支撑我们的观点，即新冠肺炎对
经济构成的短期影响较非典更剧烈，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日益重
要。

• 总括而言，我们预期新冠肺炎疫情或令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速下滑0.4个百分点至
2.6%。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经济表现会较为疲软，但下半年会呈强劲复苏之势，
不过中国以外地区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表明下半年的反弹更可能呈U
字形，而非V字形。

• 中国的消费者通胀率扩张速度创8年多以来新高，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及中国农历新
年期间需求走强导致猪肉价格攀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1月同比升5.4%，高
于去年12月的4.5%，创2001年10月以来高点。 此外，生产者物价指数(PPI)1月同
比升0.1%，较去年12月份的-0.5%有所改善。1月最后一周，工厂因农历新年假期
而关闭，这可能是产品出厂价格受影响较小的原因，但下个月的情况可能会改变。

首席投资官见解 - 经济及通胀预测

主要经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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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国家

正面 中性 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板块 板块

资料来源：明晟指数 (以当地货币计价)、彭博、汤森路透Datastream、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2月28日

房地产
通信

医疗保健
科技
▲能源

公共事业
▼必需消费品

金融
材料
工业

▼非必需消费品

• 正如最近所讨论的，因为美国股市已过度拥挤，短期内很有可能会平仓。2月最后一周，市场大抛售之际，
投资者纷纷出脱成长股。此次暴跌之所以如此剧烈也是因为美股此前的攀升幅度巨大，而造成暴跌的催化
剂是市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担忧升温，尤其是考虑到意大利、南韩及伊朗的疫情不断扩散。这也引发全球
市场开启避险模式，纷纷涌向避险资产。

• 我们对亚洲必需消费品的观点由正面下调至中性，对非必需消费品的观点由中性下调至负面。新冠肺炎疫
情下，中国、日本及南韩相继取消集会和活动，令消费者对食品饮料、旅游、线下零售及酒店住宿板块的
需求大幅削减。这种趋势可能会在3月份蔓延至亚洲其他国家，因此短期的经济前景依然不那么乐观。

1个月
(%)

年初至今
(%)

2019
(%)

远期市盈率
（倍）

历史市帐率
（倍）

股息率(%)
2020预测

每股盈利增长(%)
2020预测

每股盈利增长(%)
2021预测

股本回报率(%)
2020预测

成
熟
市
场 美国 -8.3 -8.3 29.1 19.5 3.7 2.2 7.7 11.8 19.4

日本 -9.6 -11.1 16.0 13.9 1.3 2.4 -8.7 12.6 6.7
欧元区 -8.0 -9.7 22.4 14.9 1.7 3.1 11.0 9.6 9.5
英国 -9.8 -12.9 10.8 13.1 1.7 4.6 3.2 7.0 9.3

亚洲（日本除外 -2.9 -7.2 15.4 13.4 1.6 2.7 14.0 14.8 11.7

北
亚

中国 1.2 -3.8 20.6 12.3 1.8 2.7 11.0 14.0 11.5
香港 -1.1 -5.8 6.6 14.8 1.2 3.0 3.8 10.0 9.6
南韩 -5.5 -7.8 14.4 11.5 1.0 2.2 30.7 26.3 10.6
台湾 -1.7 -5.6 28.3 15.4 2.0 3.7 15.9 11.2 14.3

南
亚

印度 -6.3 -7.1 8.5 18.5 3.0 1.3 23.3 16.2 12.2
印尼 -8.4 -12.4 3.0 14.9 2.5 2.9 10.6 10.4 17.3
马来西亚 -3.7 -7.4 -6.1 15.3 1.5 3.5 5.9 6.4 9.0
菲律宾 -5.6 -12.9 5.2 14.7 1.9 1.6 8.7 11.1 11.5
新加坡 -5.0 -7.1 8.5 12.7 1.2 4.0 2.9 5.9 8.4
泰国 -11.5 -15.8 -1.9 15.4 1.8 3.1 11.2 9.2 9.9

首席投资官见解 – 股票

全球：正面 亚洲：中性

美国
欧元区
英国

新兴市场

日本

金融
能源

通信
非必需消费品

科技
公共事业
材料
房地产
医疗保健

工业
必需消费品

新加坡
南韩
印度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尼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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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巴克莱指数、彭博、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2月28日

• 中国以外地区感染新冠肺炎人数于2月最后一周内激增（尤其是意大利、南韩和伊朗），加剧外界对疫
情冲击全球经济的担忧。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2月下跌至1.116%的历史低位，并且在3月初逐渐向下
甚至跌穿1%，因为投资者继续涌向避险资产。

• 美联储于3月3日宣布紧急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半厘至1% - 1.25%区间，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活动构成的“风险升温”。这是美联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在常规政策会议之外采取行动，但市场
早已预期3月的美联储议息会会降息。美联储重申，将会紧密观察事态发展并会采取适当行动支撑经济。
此次降息后，市场却对此表示怀疑，并预期美联储在3月18日召开的议息会上可能会再减50个基点。

• 亚洲硬货币债券2月表现良好，即使在信贷息差扩阔抵消部分收益的情况下，月内仍升1.3%。我们对新
加坡债券的观点维持审慎正面。我们认为，其价格整体而言“较昂贵”，但无疑仍是亚洲地区避险性最强
的债券资产。

总回报率(%) 最差孳息率
(%)1个月 年初至今 2019

亚
洲

亚洲美元债券 1.3 2.9 11.0 3.0
亚洲当地货币债券 -0.7 -0.6 12.1 2.9
中国 1.3 2.7 10.3 3.4
香港 1.8 3.9 8.9 2.6
印度 0.6 2.1 12.0 3.6
印尼 1.0 2.3 18.2 3.2
新加坡 1.6 3.5 10.1 2.4
南韩 1.6 3.3 7.7 1.7
菲律宾 1.2 3.2 14.4 2.5

其
他
地
区

美国十年期国债 2.6 5.3 6.3 1.1
美国投资级别债券 1.8 3.8 8.7 1.7
美国高收益债券 -1.4 -1.4 14.3 6.2
新兴市场美元债券 1.2 2.7 11.5 3.7

首席投资官见解 – 固定收益

亚洲（美元）债券：中性全球债券：负面

短期美国国债
投资级别

新兴市场债券
（当地货币）
新兴市场企业债
（硬货币）

高收益
新兴市场主权债

长期美国国债
德国政府债券

香港
新加坡

印度
菲律宾
南韩
印尼
中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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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圆
澳元

新加坡元

英镑
港元

印尼盾
泰铢

马来西亚币

印度卢比
新台币

现货价 3个月 12个月
截至2020年2月28日 观点 目标价 观点 目标价

成
熟
市
场

美元指数 98.13 = 97.9 - 95.5
日本 107.9 + 108 + 106
欧元区 1.098 = 1.10 + 1.14
英国 1.277 = 1.29 = 1.30
澳大利亚 0.645 + 0.68 + 0.70
加拿大 1.342 + 1.30 + 1.30

亚
洲
（
日
本
除
外
）

中国 6.990 = 7.00 + 6.80
香港* 7.793 = 7.83 = 7.83
南韩 1,214.5 + 1,180 + 1,150
台湾* 30.28 = 30.3 = 29.5
印度 72.17 = 72.0 = 72.0
印尼* 14,348 = 14,000 + 13,700
马来西亚 4.215 = 4.15 + 4.10
菲律宾* 50.98 = 50.0 + 49.0
新加坡 1.396 + 1.37 + 1.35
泰国* 31.55 + 29.10 + 29.00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2月28日
*法国巴黎银行环球市场预测，截至2020年2月28日 注︰ + 正面 /  = 中性 /  - 负面

人民币

• 人民币今年在疫市下不断下跌，一度破七。疫情对经济构成的影响依然难以量化，还得看疫
情接下来如何发展以及会持续多久。我们预期，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或受重创，而且
这一负面影响会延续至第二季度。截至目前，中国政府藉助货币及财政政策共同发力支持经
济，但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我们预期美元兑在岸人民币(USDCNY)汇率不会破七，因为疫
情已被计入市价。我们认为美元兑离岸人民币(USDCNH)会保持稳定，我们未来3个月的目
标价为7.00。

日圆

• 日圆2月重挫，跌幅达3.46%，原因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及采购经理人数据齐走软，暗示经济
衰退。我们已将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下调至-0.4%。受疫情影响，中国需求疲软、供应
链中断、以及赴日旅游受创，日本料成为受新冠病毒疫情冲击最严重的经济体之一。实际上，
在2月底的最后一周，随着市场避险情绪盛行，日圆的避险资产地位有所增强，回升幅度反
超此前跌幅，月底收盘时较1月水平略强。

美元加元
人民币
南韩圆

菲律宾比索

首席投资官见解 – 外汇

1 2个月外汇观点

外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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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

• 油价大幅下跌，因为外界担忧新冠疫情会影响全球石油需求。由于亚洲缺乏储存能
力，这种情况变得更佳严峻。但影响应是短暂的，我们仍然预期布兰特油价在今年
下半年会回升至每桶60-70美元区间。油组国家及盟友(OPEC+)的减产限制、因利比
亚、伊拉克局势而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美国页岩油供应增长减慢、以及经济动力
转佳，应有助于油价于今年下半年回升。

黄金

• 黄金出现超买，短线或出现整固/调整。中线来看，我们仍看好黄金，因其基本因素
依然良好：债券实际孳息率低/为负、央行持续购买以及供应温和。新冠肺炎在中国
以外地区开始蔓延后，金价跳升至每盎司1680美元。我们的投资组合依然会持黄金，
因其具备对冲通胀、金融动荡、地缘政治风险等尾部风险的功能。我们预期，金价
在未来数月的交易区间为每盎司1535-1735美元。

全球宏观

• 我们仍看好全球宏观策略。押注风险资产的投资者月底受重创，长期政府债券（认为
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以及美元长仓受惠于风险厌恶情绪。遵循此策略的系统性趋势在
整个一月持续表现优异，但后两周表现有所回落。股市亏损倍固定收益、贵金属及货
币录得的收益部分抵消。大多数CTA趋势策略都维持欧元兑美元短仓（最近回报很可
观）。

事件主导策略
• 我们仍看好事件主导策略。在一些交易的交易价差不断收紧的情况系啊，合并套戥交

易数量增多。尽管月底市场波动加剧，大多数交易价差维持稳定或收紧。经理人乐观
地认为，中美贸易战休战以及“英国脱欧”协议签署应会刺激并购活动回升。

资料来源：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2月28日

首席投资官见解 – 另类投资及商品

另类投资商品

商品

另类投资

黄金
石油

基本金属 - -

石油 60 – 70美元
黄金 1535 – 1735美元

全球宏观策略
股票长/短仓
事件主导策略

相对价值策略
英国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
全球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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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巴黎银行投资组合优化系统是由本行内部开发，专为客户提供建议的系统。

• 其底层技术建基于套利定价理论。我们的模型假定经济及金融因素（即意料之外的通胀率、风险溢价变化、
市盈率等）有助于解释金融资产相关风险及预期回报率的变动，并可对资产的理论公允价格进行预估。

• 法国巴黎银行投资组合优化系统会应用我们的战略资产配置观点，然后套用在本行投资领域（较本文件所示
投资工具的范围更广）内的拟议投资。这种两步走方法的目标是提出一个符合目标风险价值的投资组合。该
方法既考虑历史数据，亦考虑本行预测。

• 我们会定期监测及更新一组涵盖大多数资产类别的金融工具。我们会根据该等金融工具进行重组，定期更新、
重组本行的投资领域，以呼应我们关于主要金融资产的战术及战略观点。

• 根据法国巴黎银行投资组合优化系统方法所建议的投资组合，符合我们的市场观点以及特定的投资取向。具
体而言，我们建议的投资组合会考虑本行投资领域内的工具，结合历史风险数据，并综合投资工具之间的风
险相关性，从而提供一个符合目标风险度及实现最大的潜在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建议的投资组合的风险度会
在特定的风险价值区间内，该风险价值是基于特定的投资取向而设置的。该风险度量区间取决于市况（即它
是不固定的），并在必要时由本行不时修订。

本行专属分析服务 - 优化投资组合

优化投资组合模拟表现
（按风险取向划分）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截至2020年2月28日
最优化模拟投资组合的模拟回报率以美元计算，包括股息、票息、货币影响，并于每个月月底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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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在处理“环境、社会、管治（ESG）”问题上的优势与其股价表现成正比

 ESG指数持续跑赢各自的指标

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团队的专业知识
可助您实现投资目标

我们从上月开始为您介绍多元资产投资组合中不同组成部分。
本月焦点为，抽丝剥茧看全球可持续责任投资-股票篇

信任是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基石

真相

 可持续投资不仅是一时的狂热，而是多年来一直蒸蒸日上的事业。不论任何行业，可持续发展在所有企业
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渐渐地，社会对企业的期望也越来越高，除了交付产品和实现盈利以外，还包
括如何为社会作贡献。

 90%的企业认为，如今要想提升企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策略则必不可少；但却只有25%的企业已将可持
续发展纳入其商业模式。

 可持续投资现占全球专业管理资产的30%左右。截至2018年初，可持续投资资产规模达30.7万亿美元，即
两年增长了34%。

迷思 #2 – 可持续投资只是一时狂热罢了
真相

迷思 #1 – 可持续投资打击业绩

资料来源：摩根士丹利、汤森路透Datastream，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请注意：上述资料仅供说明用途且可予以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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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2018年报告》

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 (DPM)团队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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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投资

 我们会分析企业活动对环境(E)、员工、客户及公民社会(S)构成的影响，以及评估企业管治(G)是否良好。我
们会排除对人类及环境构成伤害的板块（例如有争议的武器、热媒、烟草等）

 我们会给每个企业的可持续性评分(1-10分），并用四叶草标志来表示

拥有一套切实的ESG方法，有效评估每项投资的可持续性

为何选择可持续投资？

我们的主要优势有哪些？

• 可持续投资现占全球所有专业管理资产的30%
左右，2018年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30.7万亿
美元，即两年增长了34%1

• 不论是美国的Calpers、欧洲的挪威主权基金、
还是日本的政府养老基金，全球主要机构投资
者纷纷采用“环境、社会、管治（ESG）”框架
进行投资。据估计，从千禧世代、女性及养老
基金/捐赠基金流入ESG投资的资产规模增长
将达到20万亿美元2

新的增长机会
•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新事业

• 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促使企业创造
新的商业模式和开发新产品

• 促增长机会包括能源转型（能源存储、智能
电表）、出行（电动/氢燃料汽车）、绿色基
础设施、健康、福利（生物医学及营养学）、
废物处理、蓝色经济、农业综合企业等4

风险调整后回报更佳
• 许多学术研究表明，ESG投资提供了更佳知情

决策及风险调整后的回报

• 牛津大学与Arabesque Partners 联合发表的
《从股东到利益相关方：可持续发展策略如何
驱动财务业绩》*报告表明，采用ESG标准与企
业财务业绩之间呈90%的正相关或中性关系3

• 气候变化风险正逐渐演变成投资风险

ESG投资5范围广泛
• ESG投资不仅限于投资主题基金（气候变化、

水资源及可持续食品）

• 投资者还可选择各种ESG策略，包括排除投
资、最佳投资、多元资产投资以及影响力投
资等众多领域

• 许多资产经理都纷纷在传统投资进程中纳入
ESG因子（即ESG一体化）

 法国巴黎银行是《联合国负责任银行原则》创始成员，并致力于“正面影响力银行”倡议(Positive Banking
Initiative）

 在全球绿色债券市场排名第三，绿色债券承销规模达98亿欧元

 是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融资机构，亚太地区排名第三

 由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进行管理的可持续责任投资基金规模达470亿欧元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在全球占领先地位

可持续投资
可助您实现财务及非财务目标

为实现财务收益、环境及社会效益而投资

资料来源：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

全球大趋势

资料来源：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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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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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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NP Paribas (2020)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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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urce: GSIA http://www.gsi-allian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3/GSIR_Review2018.3.28.pdf)

2. Source: Bank of America . 

https://www.bofaml.com/content/dam/boamlimages/documents/articles/ID19_1119/esg_matters.pdf)

3. Source: BNP Paribas/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en/expert-voices/risk-return-properties-investment-

strategies.html

4. Source BNP Paribas- P.Rousseau presentation – A sustainable jouney : a new economic model)

5. Source: BNP Paribas Wealth Management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lu/en/what-we-do/your-values/positive-impact.html

*此报告英文原名为 ”From the Stockholder to the Stakeholder: How Sustainability Can Drive Financial 

outperformance”



请联络您的客户经理，了解我们更多的方案：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asia/en.html

法国巴黎银行
财富管理

@BNPP_Wealth

BNP Paribas W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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