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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目前有250多种正在研发中的新冠疫苗，有25种已进入人体临床试验，当中
有5种已在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试验中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并已公布在今年9月至12月期间可投入应急使用的
时间表。专家也表示，新冠疫苗可能会于今年第四季至明年第一季之间研发成功，供某部份人群使用。由于获
得前所未有的资金支持及更加先进的技术平台，在研发中的疫苗数目众多，表明研发进展力度加速（过去研发
出一款疫苗需至少4年）。从历史成功几率来看，目前正在研发的疫苗中可能会有7种以上能在未来几年内成功
推出获批产品。疫苗生产商也宣布扩大产能，有望在今年底之前生产出10亿剂，在2021年底前达到90亿剂（足
够全球78亿人口接种）。

当有更多迹象显示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在望时，分析师可能会进一步上调其经济增长及企业盈利预测。人们憧憬
新冠疫苗在未来数月能面世，股市可能会保持韧性，在好消息成真之前可能不会出现大幅调整（即疫苗研发成
功的消息 - “谣言传播时买进，消息成真时卖出”）。

全球股票距离2月记录高位相差无几

股市被高估？

疫苗进展有望带来上行惊喜？

“科网泡沫”再现？

标普500指数权重最高的五大科技巨头（苹果、微软、亚马逊、Alphabet、脸书*）近12个月的回报率上涨58%
，而指数中的其他股却仅录得1%。这也难怪五巨头的股票集中度会令到标普指数的整体远期市盈率估值升到22
倍，几乎达到2000年3月科网泡沫爆破前创下的顶峰25倍。这样的高估值是否合理？我们是否应该留心“科网泡
沫”重现？

与2000年“科网泡沫”时期的前五大公司（远期市盈率为47倍）相比，如今的五巨头（目前估值为34倍）还不算
过份高估。五巨头的纯利率为18%，高于2000年前五大公司的11%。另外，五大巨头处于凈现金状态，而“科网
泡沫”时期的前五大公司是处于凈债务占EBITDA^2% 的状态。

• MSCI AC 世界指数较2月峰值仅低2%。市场预期新冠肺炎疫苗在未来数月会面世，在这一好消息实现之
前，我们认为股市可能不会出现大幅调整。

• “科网泡沫”再现？强劲的基本面是解释美国超级大型科技股高回报及高估值的原因。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新冠疫苗研发取得进展且经济活动回升，我们预期资金会从昂贵的成长股转到价值股。

• 疫苗研发进展、资金流动性强劲及企业盈利改善都是股市的正面催化剂。然而，新冠疫情、美国大选及地
缘紧张局势仍是主要风险。因此，我们继续建议采用“杠铃策略”。

MSCI AC 世界指数目前较今年2月新冠危机前的峰值仅低2%。6月曾出现盘整，但7月继续造好。许多投资者开
始担忧估值是否被高估以及股市是否脆弱。在此，我们希望探讨一些关于股市的常见问题。

*仅供说明用途，并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EBITDA 是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首席投资官见解 - 聚焦主题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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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巨大的过剩流动性确实支撑估值走高，但长远来看仍需要良好的盈利才算合理。第二季盈利
业绩方面，美国和欧洲企业整体的每股盈利较市场预期分别超出22.3%和7.4%。因此，美国大多数板块纷纷上调
2020年盈利预测，当中上调幅度最大的是非必需消费品与医疗保健板块。经济进一步开放、货币政策持续鸽派
、额外的财政刺激以及更多新冠疫苗相关的正面消息， 预料会令2020及2021年的盈利预测进一步上调，而市盈
率倍数也可能会更加合理（盈利 - 市盈率的分母 - 变大）。

充裕的流动性支撑估值走高？

总的来说，疫苗研发进展、 资金流动性强劲以及企业盈利不断改善都是股市的正面催化剂。然而，与此同时，新
冠疫情、美国大选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都是投资者不容忽视的主要风险。因此，我们继续建议采取“杠铃策略”– 一
方面要持续投资，保留风险资产并逢低买进；另一方面透过黄金、高息股票和优质企业债等防守性策略来对冲风
险。

过去12个月 (%) 五巨头 标普除五巨头以外其他成分股
销售增长 11.2 0.1
盈利增长 6.1 -13.1
凈债务与EBITDA之比 -0.6 2.3
凈利润率 17.5 10.2

与标普500指数的其他成分股相比，如
今的五巨头在多个财务指标方面都表
现更出色（如右图所示）。按历史标
准来看，五巨头与大盘的销售增长差
距非常大。五巨头也拥有稳健的资产
负债表，凈现金部位正面（凈债务与
EBITDA^之比为负值）。

资料来源：标准普尔、Factset、Thomson Financial、瑞士信贷、法国巴黎
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8月1日。^EBITDA 是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五巨头今年第二季每股盈利增长19%，而大盘指数则录得34%的负增长。在市场其他股票因新冠疫情负面影响而步
履维艰时，这些超高市值股票仍能实现强劲的盈利增长，彰显强大实力。股本回报率而言，美国科技股普遍接近
30%，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科技股（23%）。

强劲的基本面是解释美国超级大型科技股高回报及高估值的原因。这些股票与其他成分股之间的表现及估值差距可
能会进一步扩大，因为它们是低收益率环境下多个加速发展主题长期增长趋势的主要受惠者。这些主题包括5G、
人工智能及云运用等。尽管如此，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可能会影响这些股票的表现，尤其是若民主党“横扫”可能会
带来加税及科技监管方面的风险。

五个月内上涨48%后，股市的动力是
否还能持续下去？右表显示标普500
指数在经历50天最大涨幅后的1个月
、3个月、6个月及12个月的历史表
现。数据似乎表明，在过去的大反弹
后，美股强势持续。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新冠疫苗研发
取得进展且经济活动回升，我们预期
资金会从昂贵的成长股转到价值股。
价值股在2003年和2009年从衰退复
苏过程中均表现优异。转入价值股会
令股市涨势持续更久。

标普500指数最大的50天升市 (> 20%) 50天升市后的标普回报

50天升市最后一日 50天变动 (%)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1975/03/06 26.9 -4.0 10.8 3.0 18.2
1982/10/22 35.6 -3.3 3.6 15.6 20.3
1991/03/26 20.8 0.8 -1.5 3.0 8.7
1997/06/24 20.5 4.9 6.2 6.4 26.4
1998/12/18 23.8 4.0 6.2 12.4 19.4
2009/05/19 34.2 1.1 9.0 22.2 22.8
2009/09/16 21.3 2.6 3.7 9.1 5.2
2020/06/03 39.6 0.2 ? ? ?

平均值 0.8 5.4 10.2 17.3
录得正面回报的百分比 75.0 85.7 100.0 100.0

资料来源：LPL Research、Factset、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7
月31日

首席投资官见解 - 聚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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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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预测 2021预测 2019 2020预测 2021预测

成
熟
市
场

美国 2.3 -4.9 4.8 1.8 0.8 1.5
日本 0.7 -4.8 2.1 0.5 -0.3 -0.7
欧元区 1.2 -9.0 5.8 1.2 0.1 0.9
英国 1.4 -9.1 5.3 1.8 0.8 1.3

亚洲发展中国家* 4.0 -3.8 7.4 3.4 1.5 2.5

北
亚

中国 6.1 2.5 8.1 2.9 2.5 2.3
香港* -1.2 -4.8 3.9 2.9 2.0 2.5
韩国 2.0 -1.3 2.7 0.4 0.1 1.0
台湾* 2.7 -4.0 3.5 0.5 0.5 1.5

南
亚

印度 4.2 -4.7 9.5 4.8 2.5 3.5
印尼 5.0 -1.0 5.4 2.7 1.5 2.0
马来西亚 4.3 -3.0 6.0 0.7 -1.5 0.0
菲律宾* 5.7 0.6 7.6 2.5 1.7 2.9
新加坡* 0.5 -3.5 3.0 0.6 -0.2 0.5
泰国 2.4 -9.0 5.3 0.7 -2.0 0.0

• 我们已将美国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测从负6.6%上调至负4.9%，以反
映近期胜预期的经济数据。由于新冠疫情扩散，我们已下调印度及几个东南亚国
家的经济增长预测。就中国而言，我们继续预测今年经济增速为2.5%。

• 欧盟领导人就欧盟复苏基金达成协议，是欧盟政策框架向前迈出的决定性一步，
意味着货币及财政政策齐发力，为经济复苏助力。

• 我们的通胀预测已普遍下调。随着政策措施相继生效，我们继续预期经济会逐步
复苏。我们的基本预测仍然是大多数经济体都会在今年下半年复苏。因此，我们
预期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市场需求会恢复而通胀率也会回升。尽管如此，由于“全
球大流行”导致需求急剧下跌，今年全年的通胀可能都会维持低迷。

• 我们预期美国2020年的通胀率为0.8%，并会在2021年回升至1.5%，但我们预期
日本今明两年均会出现通缩（2020年通缩0.3%，2021年通缩0.7%）。

首席投资官见解 - 经济及通胀预测

主要经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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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资料及预测，截至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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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股票已从3月低位反弹48%，距离2月历史高位仅差2%。由于美元疲软，新兴市场/亚洲股票7月表现优
异。估值（尤其是美股）高企，但仍受流动性高度过剩及胜预期的企业盈利业绩的支撑。

• 第二季盈利结果方面，美国和欧洲企业的每股盈利较市场预期分别超出22.3%和7.4%。因此，美国大多数
板块纷纷上调2020年盈利预测，当中上调幅度最大的是非必需消费品与医疗保健板块。

• 疫苗研发进展、流动性强劲以及企业盈利不断改善都是股市的正面催化剂。然而，我们预期未来几个月的
波动会加剧，因为市场担忧新冠疫情、美国总统大选及地缘政治威胁等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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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2.5 29.1 22.7 3.7 2.2 -18.2 26.0 15.2

日本 -3.6 -12.1 16.0 17.7 1.3 2.5 -29.3 -3.2 4.9
欧元区 -1.6 -14.8 22.4 18.0 1.5 2.7 -35.0 46.1 4.4
英国 -4.7 -22.9 10.8 15.2 1.4 4.8 -36.6 32.6 2.7

亚洲（日本除外 8.0 1.8 15.4 15.6 1.7 2.7 -1.8 24.9 10.6

北
亚

中国 8.7 11.4 20.6 14.8 2.0 2.6 1.4 19.7 10.6
香港 -0.8 -12.7 6.6 15.2 1.1 3.5 -19.6 27.9 7.4
韩国 6.2 2.0 14.4 12.6 1.1 2.2 16.6 43.4 8.8
台湾 14.1 9.5 28.3 18.0 2.2 3.1 8.2 14.9 14.6

南
亚

印度 9.1 -4.7 8.5 23.9 3.0 1.4 -11.3 41.1 10.1
印尼 6.6 -19.7 3.0 16.5 2.1 3.8 -24.2 29.0 12.1
马来西亚 7.1 0.5 -6.1 18.9 1.6 3.2 -19.2 26.8 6.7
菲律宾 -4.2 -24.3 5.2 15.3 1.6 1.8 -24.3 29.9 7.2
新加坡 -1.9 -21.7 8.5 14.0 1.0 4.9 -24.5 19.2 6.9
泰国 -2.0 -18.8 -1.9 18.7 1.7 3.5 -31.4 27.3 6.1

首席投资官见解 – 股票

全球：正面 亚洲：正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国家 国家

板块 板块

美国
欧元区
新兴市场

日本
英国

- 中国
台湾
新加坡
韩国
印度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尼

医疗保健
能源
材料

通讯
非必需消费品

科技
公共事业
房地产
金融
工业

必需消费品 房地产
通讯

医疗保健
科技
能源

公共事业
工业

非必需消费品
必需消费品

材料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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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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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回报率(%) 最差收益率
(%)1个月 年初至今 2019

亚
洲

亚洲美元债券 2.1 5.5 11.0 2.7
亚洲当地货币债券 1.5 2.2 12.1 2.6
中国 1.8 5.2 10.3 3.1
香港 1.5 5.5 8.9 2.5
印度 1.8 0.9 12.0 4.1
印尼 4.6 7.1 18.2 2.9
新加坡 1.7 5.0 10.1 2.0
韩国 0.9 5.6 7.7 1.3
菲律宾 3.7 6.6 14.4 2.2

其
他
地
区

美国十年期国债 0.6 9.7 6.3 0.5
美国投资级别债券 1.4 7.7 8.7 1.1
美国高收益债券 4.5 0.5 14.3 5.4
新兴市场美元债券 2.3 4.7 11.5 3.6

• 美联储7月会议似乎是在为9月议息会铺路。我们预期美联储未来可能会根据平均通胀水平来制定通胀目
标，这将允许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高过2%，以弥补过去未达到目标时的情况。美联储也有可能将前瞻
指引从基于预测（通胀预测）更改为基于结果（已实现的通胀）。这一切意味着，美联储或会避免加息，
直至已实现平均通胀达到目标水平。

• 信贷市场7月普遍表现良好，美国高收益债、亚洲及新兴市场美元债跑赢。我们维持对香港和新加坡债
券的正面观点。中国债券而言，估值不便宜，但流动性充裕而且供应量在可控范围内。由于基本面走弱，
我们建议要有选择性地选债，优选中短期的优质债以及中国高收益房地产债领域表现落后的债券。

• 美联储承诺维持低利率，加上美元弱势，都利好新兴市场/亚洲风险资产类别。尽管经济持续复苏下经济
中期前景正面，但是我们对新兴市场硬货币债券保持“中性”观点，因为强劲反弹之后短期内或会出现部
分整固。

首席投资官见解 – 固定收益

香港
新加坡

印度
菲律宾
韩国
印尼
中国

-短期美国国债
投资级别

新兴市场债券
（当地货币）

高收益
新兴市场债（硬

货币）

长期美国国债
德国政府债券

亚洲（美元）债券：中性全球债券：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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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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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
韩元

美元
澳元
新台币

菲律宾比索

日圆
加元

印度卢比
新加坡元

现货价 3个月 12个月
截至2020年7月31日 观点 目标价 观点 目标价

美元指数 93.35 + 96.1 = 94.5
日本 105.7 = 106 = 106
欧元区 1.183 - 1.14 = 1.16
英国 1.313 = 1.27 + 1.32
澳大利亚 0.717 - 0.68 = 0.71
加拿大 1.340 = 1.36 = 1.34

中国 6.980 = 7.00 + 6.80
香港* 7.750 = 7.75 = 7.75
韩国 1,191.4 = 1,200 + 1,170
台湾* 29.29 = 29.5 = 28.2
印度 74.81 = 75.0 = 75.0
印尼* 14,600 = 14,500 + 13,700
马来西亚 4.240 = 4.28 = 4.25
菲律宾* 49.14 = 49.8 = 49.2
新加坡 1.371 = 1.39 = 1.37
泰国* 31.18 = 30.40 = 30.10

美元
• 广义美元指数7月从97显著下滑至93，这归因于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暴增以及欧盟复苏基

金达成协议（欧元占美元指数57%）。我们预期美元指数短期内会出现整固，随后会回复下
行趋势。

欧元

• 近一个月利好欧元发展，欧元兑美元升至1.19。宏观数据显示经济活动有所恢复，而消费者
情绪也转佳。更重要的是，欧盟的联合财政行动取得突破大力支撑欧元走强，升穿我们12个
月的目标1.17。然而，短期来看，欧元近期的升幅似乎过高。技术指标也显示欧元出现超买。
我们预期短期会出现短暂整固。

人民币
印尼盾

欧元
港元

马来西亚币
泰铢

首席投资官见解 – 外汇

1 2个月外汇观点

正面 中性 负面

外汇预测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7月31日
*法国巴黎银行环球市场预测，截至2020年7月31日 注︰ + 正面 /  = 中性 /  -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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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 金价于8月初一度飙升至每盎司2071美元的历史新高，随后跌至1867美元的低位。
在金价升穿我们2050美元的上方目标后，我们的目标区间已上调至每盎司1900 –
2100美元。我们继续看好黄金，任何的回调都是买入机遇。目前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预期会持续一段时间，实际债券收益率会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负数或非常低的水平。
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也会令一些投资者倍感担忧，进而增加以黄金为对冲工具的吸引
力。

石油
• 随着世界各地的封锁措施及旅行禁令缓步解除，石油价格回稳。此外，美国库存降

低，而且油组及其盟友(OPEC+)继续减产，供应端亦有所好转。全球需求反弹加上
供应下跌，应有助于布兰特油价今年下半年恢复到每桶45-55美元水平。

股票长/短仓
策略

• 我们看好股票长/短仓策略。市场无产别的抛售正好为经理人提供机会，以折扣买入有
潜力强劲反弹的优质企业。毋庸置疑，此次全球卫生危机下必有幸存者和输家，这对
于按基本面选股的投资者提供具吸引力的长/短仓机会。另外，欧洲大陆的短仓限制已
解除。对于采用“市场中性(market neutral)”量化策略的基金经理，我们仍保持审慎态
度，因为他们可能较难正确地适应此次危机过后的新市场范式（即使众多资产已经退
出这些策略）。

全球宏观策略

• 我们看好宏观策略经理人。各央行和政府为市场注入史无前例的流动性，令债务规模
大幅增加，外汇和固定收益市场势将迎来交易机会。“去全球化”加剧及各国不同的财政
政策，应能提供更多相对价值的机遇。如果熊市持续很久，商品交易顾问(CTA)策略
在投资组合中能作尾部风险对冲的角色。但在目前瞬息万变的环境下，他们也可能发
生逆转。

首席投资官见解 – 另类投资及商品

另类投资商品

正面 中性 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黄金
石油

基本金属

- -
全球宏观策略
股票长/短仓
相对价值策略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事件主导策略

预期区间
石油 45 – 55 美元
黄金 ▲1900 – 2100 美元

商品

另类投资

资料来源：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0年8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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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行专属分析服务 - 优化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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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截至2020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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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投资组合模拟表现
（按风险取向划分）

表现

+12.27%

+13.33%
+13.20%

+15.74%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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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 ( D P M )团队寄语

 我们超过50%的管理资产为量身定制的委托投资组合

 我们在机构投资者领域的优势强大 – 我们的管理资产约20%来自慈善捐赠基金、慈善协会、宗教机构、乡村
俱乐部、合作社及氏族联合会

核心优势：为核心客户量身定制投资组合管理

为何采用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

我们的优势有哪些？

您的时间甚是宝贵

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 (DPM)团队提供专业的
投资组合管理服务，为您省时省心。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透过长线复合回报助您实现
投资目标。

风险控制是我们的强项

我们的投资资讯汇总主要风险 – 我们会跟您详
细讲解，并解答您的任何疑问，让您全面了解
您的委托投资组合的风险状况。

我们的风险控制程序定义明确，并予以严格执
行，同时，我们坚持审慎的投资管理规则。

您的投资合伙人

我们拥有经验丰富的投资组合经理团队，平均
投资经验约18年在全球和亚洲投资领域。

我们孜孜不倦地为您管理投资组合，资产配置
和投资工具筛选均遵循明确的投资理念和流程。

助您放心投资

我们的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服务奉行透明化
原则：所有相关投资及每一笔交易皆可一目了
然。

我们可以与您定期讨论，为您提供委托投资组
合的最新资讯及详细报告。

 我们不仅是法巴环球投资网络的一份子，而且本地投资组合团队可全权管理投资组合。

 我们的投资团队致力于优质投资表现，与备受尊重的基金经理相比，亦毫不逊色。

环球实力与本地专长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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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是全权委托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基石

资料来源：法国巴黎银行



免责声明 1/2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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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团之成员承担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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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1FC214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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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法国巴黎银行营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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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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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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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或预测显著有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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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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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和优点，并在作出投资前咨询其本身的法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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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愿意承担有关风险。除非另有明确书面协定，否则(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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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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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聯系人或关連人士及彼等各自的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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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入坐盘交易持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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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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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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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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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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联络您的客户经理，了解我们更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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