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导航
亚洲版

2021年2月

本月焦点 1

经济及通胀预测 4

股票 5

固定收益 6

外汇及商品 7

本月的资产配置 8

概述

 继2020年表现强劲后，新股发行创历史新高，

而部分股票则出现波动。难道这是出现股市泡

沫的前兆？

 我们在本文分析“主街”与“华尔街”的角力， 以及

其对大市构成的影响。

 重点关注基本面， 包括十多年来最佳盈利季为

之一，以及美国与英国的疫苗接种情况不断改

善。最后，央行的宽松政策仍将成为缓冲风险

的一大因素。简言之，应把握波动，借势投资。

“主街”对战“华尔街”:

在1月下半月，散户史无前例地“挟爆淡仓”对抗华尔

街对冲基金。虽然“Reddit大军”运动的来龙去脉都

已经在互联网上记录在案，但这一动态以及它对金

融市场构成的影响却令人意外。

股市陷入泡沫？

简言之，

(1) 在线交易零成本、

(2) 政府派钱，

(3) 即时讯息，

(4) 热烈的聊天室，

(5) 大量民众疫情之下都待在家中，以及

(6) 近期的市场反弹,

等因素结合起来导致散户交易大幅增加。流动性过

剩以及零或负利率的宏观背景也是导致此次“Reddit

轧空”事件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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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效率如何以及是否能应付新变种

病毒?

疫苗接种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快过以色列。作为

首批展开疫苗接种的国家，截至1月底，以色列已

有约40%的人口施打疫苗, 这无疑将成为疫苗有效

性的晴雨表。

与去年的Callmageddon事件（主要涉及大型科技

股）相比，此次事件截然不同。这次的焦点集中

在部分流动性不足的中小型股，尤其是基本面不

佳的公司，因此这些股票被市场严重做空。此次

空头挤压事件是由“牧童大卫”（散户）发起的一场

运动，在民粹主义的煽动下击败“巨人歌利亚”（对

冲基金）。

该如何部署？

短期而言，股市连涨四个月后出现超买，接下来

出现整固有利于股市健康发展。我们在上月的

《投资导航》中曾写道，“若任何负面消息可能迟

早引发市场修正，我们并不会意外”。这种情况现

已经发生/正在发生。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标普500指数的整体空头仓位

处于9年低位。因此，遭空头挤压的主要是部分小

型股。这从小盘股指罗素3000指数排名前五的股

票表现一目了然，这些股票年初至今上涨20%。

这次事件对市场构成的影响会持续多久仍有待观

察，也许影响依然有限。

在股价大幅震荡之下，许多空头对冲基金纷纷仓

促止损。这造成200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去杠杆化

行动，因为“巨人歌利亚”（对冲基金）试图平仓或

甚至是减长仓。结果是，股票长/短仓基金的整体

净仓位从0.8减少至0.5。商品期货顾问(CTA)基金

也纷纷减持。未来数周可能会出现进一步仓位调

整，纵使这种情况通常会迅速发生。

总的来说，投资者的股票仓位虽在增加，但并没

有发出明显的警告信号。显然，值得观察的是波

动性升高、保证金要求及交易限制的程度将如何

影响股市的整体资金流入情况。然而，还需要留

意的是货币市场基金仍有规模高达9290亿美元的

资金。另外，储蓄率高企，而且随着经济重启，

这可以促进支出上涨。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2月刊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

理，202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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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

金融市场目前最为关键的变数之一就是疫苗接种。

好消息是全世界都在加快接种。英美两国的接种进

展非常鼓舞人心。英国大幅领先其他国家，每百人

接种超过14剂，而且一日内的接种率高达人口总数

的1%。美国方面，总统拜登的目标是在上任100天

内让1亿美国人接种疫苗，目前这一计划进展顺利。



3

到目前为止，初步结果令人欣慰，60岁以上已接种

疫苗人士的病毒感染率比未接种人士低60%。此外，

以色列卫生部已发布60岁以上已接种两剂辉瑞

/Biontech疫苗人士的数据。仅0.07%受感染，仅

0.005%需要住院治疗。这些都是意义重大的里程

碑。

显然，目前还有很多未知数，比如疫苗效能持续多

久以及新病毒株。好消息是，新研发的mRNA疫苗

技术能适应新变种病毒。事实上，制药商已开始针

对南非发现的变异毒株开发“加强针”。

企业基本面如何？

目前美国财报季显示，已发布业绩的公司中有80%

以上的盈利胜预期，超过近5年的平均值74%。超

过预期的幅度也高达+19%，胜过近5年的平均值

+6.3%。如果剩余尚未公布业绩的公司都能保持这

一水平，则有望创下2008年以来第二大胜预期幅度。

这显然反映出新冠疫情构成的外部冲击。

这点很重要，因为去年全球股票在市场消化经济复

苏过程中估值倍数已扩张。随着今年全球盈利提速，

我们预期估值倍数会有所收缩。简言之，我们预期

全球股票会上涨，但幅度会小于盈利增速(28.9%)。

然而，全球股票仍有上升空间，纵使2020年已经大

涨。此外，股息率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差距仍是正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2月刊

股息率

10年期

债券

收益率

股息差

自2020年

以来的

平均值

目前比平均

值高出幅度

(基点)

美国 1.40% 1.10% 0.30% -1.40% 168

日本 1.90% 0.00% 1.90% 0.80% 113

欧元区 2.10% -0.20% 2.40% 0.30% 201

英国 3.20% 0.30% 2.80% 0.50% 232

资料来源：汤森路透Datastream、法国巴黎银行财富

管理，2021年2月3日。

过往表现并非目前或未来表现指标。

央行继续提供支持

世界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增速可能比2020年要慢。

尽管如此，预期2021年的增长率仍将达到15%左右。

利率也仍将保持低企。总的来说，各央行将继续维

持宽松政策，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已成为更常见

的救市工具，并引导资金流入金融资产。

结语

我们继续认为2021年是经济复苏之年，纵使前路可能依旧坎坷。重要的是，凭借强劲的经济势头以及

各国政府与央行的持续支持，宏观经济和企业盈利基本面将保持强劲，利好经济与股市。因此，我们

建议把握近期的任何股市修正作为加仓机会，特别是我们看好的领域，比如中小型股和周期性板块。

数，尽管估值倍数已扩张。目前比近20年的平

均水平高出100到200个基点，令股票具有吸引

力。

股票与固定收益的收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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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同比%)

2020 2021f 2022f 2020 2021f 2022f

全球
-4.0 5.6 4.0 - - -

成
熟
市
场

美国 -3.6 4.2 4.1 1.3 1.9 1.9

日本 -5.3 1.1 3.0 0.0 -0.4 -0.3

欧元区 -7.3 3.8 5.5 0.2 0.8 1.3

英国 -11.1 4.0 8.6 0.9 1.5 2.1

亚洲发展中国家 -7.7 8.7 4.5 3.6 2.8 2.8

北
亚

中国 2.3 9.5 5.3 2.6 2.3 2.8

香港* -7.5 3.7 3.4 0.3 2.4 2.5

韩国 -1.0 3.1 2.9 0.6 1.1 1.2

台湾* 0.0 3.2 2.1 -0.1 1.0 1.2

南
亚

印度 -11.4 11.6 5.0 5.8 4.3 3.8

印尼 -2.0 5.8 4.5 1.9 1.7 2.0

马来西亚 -5.0 7.5 3.9 -1.2 -0.3 1.0

菲律宾* -8.3 7.4 6.4 2.4 3.0 3.0

新加坡* -6.0 5.0 2.6 -0.4 0.3 1.1

泰国 -6.6 4.2 3.7 -1.3 -0.7 0.5

 美国仍需数月才能克服新冠疫情构成的

冲击。经济增长将依靠政府支出、有利

的消费者情绪及商业情绪来带动。

 我们预期，经济活动将从2021年第二季

度开始显著加速。

 我们对于2020和2021年的通胀预期大致

维持不变。

 疫情危机过后，通胀应会非常缓步地上

涨至符合各央行通胀目标的水平。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2月刊

经济及通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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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31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资料及预测，截至2021年1月31日

经济增长 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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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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31日

 股市的任何修正都是买入机会： 最近的散户投资

者热炒现象导致股市出现一些波动。然而，鉴于

美国企业盈利优于预期、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下

降、疫苗推出、再加上超低的实际利率以及持续

的刺激措施，我们相信股市的任何修正都是买入

机会。

 下调亚洲科技板块至“中性”：亚洲科技股自2020年

中以来出现令人瞩目的反弹。我们预期半导体和硬

件股的短期动力或有所缓和，原因是大部分利好因

素都已经反映在价格上。一些大型的亚洲互联网股

票的快速重估在技术上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令短

期风险/回报的吸引力减弱。我们依然结构性看好

该板块，并会在经过一段整固期后考虑上调看法。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2月刊

股票

全球整体：正面 亚洲整体：正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国家

欧元区

新兴市场

日本

英国

美国 -

板块

医疗保健

材料

工业

房地产

非必需消费品

科技

公用事业

能源

金融

通讯

必需消费品

国家

中国

台湾、新加坡

韩国

印度、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

板块

材料

工业

必需消费品

医疗保健

公用事业

通讯

房地产

非必需消费品

能源

科技

金融

1个月

(%)

2020 

(%)

远期市盈率

（倍）

历史市帐率

（倍）

股息率(%)

2021f

每股盈利增

长(%) 2021f

每股盈利增长

(%)2022f

股本回报率(%)

2021f

成
熟
市
场

美国 -1.0 -1.0 23.3 4.5 1.9 21.3 15.3 25.5

日本 0.4 0.4 18.2 1.5 2.0 -3.4 36.5 7.9

欧元区 -1.4 -1.4 17.5 1.7 2.3 48.1 19.0 6.9

英国 -0.7 -0.7 14.1 1.7 3.8 46.8 14.0 6.2

亚洲（日本除外） 4.0 4.0 17.5 2.2 2.0 26.2 17.3 10.4

北
亚

中国 7.3 7.3 17.1 2.6 2.0 18.3 17.8 10.1

香港 2.0 2.0 18.1 1.4 2.6 31.8 12.0 8.8

韩国 3.6 3.6 14.7 1.5 1.5 45.7 22.4 12.3

台湾 6.2 6.2 19.6 3.0 2.4 14.4 12.3 16.9

南
亚

印度 -2.5 -2.5 23.8 3.8 1.2 36.7 18.6 9.4

印尼 -2.9 -2.9 17.5 2.6 2.9 32.3 20.8 14.6

马来西亚 -3.7 -3.7 14.5 1.7 3.0 65.5 -5.0 11.2

菲律宾 -7.9 -7.9 18.8 2.0 1.5 43.6 22.7 8.6

新加坡 1.3 1.3 15.0 1.2 3.7 47.9 18.4 6.5

泰国 0.0 0.0 19.9 1.9 2.7 31.5 21.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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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回报率(%) 最差收益率
(%)1个月 2020 2019

亚
洲

亚洲美元债券 -0.2 7.1 7.3 2.5

亚洲当地货币债券 -1.2 7.9 9.2 2.7

中国 -0.2 5.9 6.1 3.1

香港 0.1 8.0 8.0 2.1

印度 0.3 7.0 6.7 3.2

印尼 -0.3 9.5 9.8 2.6

新加坡 -0.2 6.8 6.9 1.8

韩国 0.2 7.1 6.9 1.0

菲律宾 -0.3 7.1 7.4 2.2

其
他
地
区

美国十年期国债 -0.8 7.8 8.7 1.1

美国投资级别债券 -0.7 6.7 7.5 1.2

美国高收益债券 0.3 7.5 7.1 4.3

新兴市场美元债券 -0.1 6.7 6.8 3.3

资料来源：巴克莱指数、彭博、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1年1月31日

美国国债收益率

12个月目标 (%)

2年期国债 5年期国债 10年期国债 30年期国债

0.25 0.50 1.40 1.90

 保持较低的实际利率: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均无意上

调其政策利率，希望保持较低的实际利率，以支

持经济复苏。有关美联储缩减购债规模的争论还

为时过早。

 看好亚洲/新型市场硬货币和当地货币债券：在美

元走弱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全球大背景依

然是有利的。

 看好美国投资级债及“堕落天使”企业债：投资

级债2021年的需求应会保持强劲，纵使在债券

收益率涨幅过大时的风险要高于以往的水平。

利差较低，但可能会变得更窄。利差偏低使得

高收益债这一资产类别的吸引力较低。我们更

倾向于“堕落天使”，因为与高收益债相比，它

们能提供不错的收益率，而且风险敷较低。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2月刊

固定收益

全球债券整体：负面 亚洲（美元）债券整体：中性

短期美国国债

投资级别

新兴市场债券

（当地货币）

新兴市场债

（硬货币）

高收益
长期美国国债

德国政府债券

香港

新加坡

印度

菲律宾

韩国

印尼

中国

-

正面 中性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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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价 3个月 12个月

截至2021年1月31日 观点 目标价 观点 目标价

成
熟
市
场

美元指数* 90.58 = 91.5 = 88.2

日本 104.7 = 104 + 102

欧元区 1.215 = 1.20 + 1.25

英国 1.373 = 1.36 + 1.45

澳大利亚 0.767 = 0.76 + 0.80

加拿大 0.717 = 0.72 + 0.75

1.277 = 1.27 + 1.25

亚
洲
（
日
本
除
外
）

中国

香港* 6.461 = 6.50 = 6.40

韩国* 7.754 = 7.75 = 7.75

台湾* 1,119 = 1,085 + 1,065

印度 28.00 = 28.2 = 27.7

印尼* 72.96 - 75.0 - 75.0

马来西亚* 14,030 = 13,800 = 13,800

菲律宾* 4.043 = 3.98 + 3.87

新加坡* 48.08 = 47.4 = 47.5

泰国* 1.327 = 1.30 + 1.27

29.93 = 30.60 = 30.30

欧元：1月份，欧元区的卫生状况恶化迫使各国政

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美元趁机获利。我们认为欧

元兑美元短期内会回稳至1.20附近。尽管如此，市

场情绪将会对疫苗接种计划的推行进度更加敏感，

预期疫苗接种计划（尤其是欧元区）会加速推进。

我们的12个月欧元兑美元目标维持在1.25。

黄金：预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持续更久。负实际

利率及通胀担忧将令金价在2021年再次站上2000

美元/盎司水平。

石油：油组及其盟友国家(OPEC+)限产，尤其是沙

特决定在2月和3月内每日减产一百万桶，应能支撑

这段因新冠疫情反弹而导致需求低迷时期的油价。

我们预期布兰特油价在2021年上半年会保持在每

桶45-55美元区间，下半年则可能升至每桶50-60美

元区间。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2月刊

外汇与商品

12个月外汇观点 商品

正面 中性 负面

正面 中性 负面

黄金

石油

基本金属
- -

正面 中性 负面

日圆

英镑

新西兰元

韩元

新加坡元

港元

印尼盾

泰铢

欧元

澳元

加元

马来西亚币

人民币

新台币

菲律宾比索

美元

印度卢比

外汇预测

资料来源: 法国巴黎银行财富管理,截至2021年1月31日
*法国巴黎银行环球市场预测，截至2021年1月31日

注︰ + 正面 /  = 中性 /  -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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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及战术资产配置

投资取向：均衡

战略资产配置 战术持仓 本月战术资产配置

固定收益

股票

另类投资

流动性

投资取向：灵活

战略资产配置 战术持仓 本月战术资产配置

固定收益

股票

另类投资

流动性

投资取向：高度灵活

战略资产配置 战术持仓 本月战术资产配置

固定收益

股票

另类投资

流动性

资料来源：MyAdvisory，截至2021年2月2日

上述图表仅供说明用途，可能会不时变动。

投资导航（亚洲版）- 2021年2月刊

50% -5% 45%

30% 5% 35%

10% - 10%

10% - 10%

35% -5% 30%

45% 5% 50%

15% - 15%

5% - 5%

20% -7% 13%

65% 7% 72%

15% - 15%

0% - 0%

環球可轉換債券…

北美

11%

歐洲

5%

亞太（美元 )

22%

新興市場（當地

貨幣）

6%
北美

8%

歐洲

7%

日本

4%

亞洲（日本除外）

16%

另類投資

10%

流動性

10%

環球可轉換債券

1%
北美

6% 歐洲

0%

亞太（美元 )

17%

新興市場（當地

貨幣）

6%

北美

12%
歐洲

10%

日本

4%

亞洲（日本除

外）

24%

另類投資

15%

流動性

5%

環球可轉換債券

1%
北美

2%

歐洲

0%
亞太（美元 )

5%

新興市場（當地貨

幣）

5%

北美

17%

歐洲

13%
日本

6%

亞洲（日本除外）

36%

另類投資

15%

流動性

0%

我们的战术资产配置建基于我们首席投资官(CIO)团队的资产配置观点。本月较上月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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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包含仅供上述收件人使用之机密信息。若阁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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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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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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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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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NP Paribas (2021) 版权所有。

免责声明

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asia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en.html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2Fen%2Fcontact-us-form.html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r/sharer.php?u=https%3A%2F%2F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2Fen%2Fcontact-us-form.html
http://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mini=true&url=https%3A%2F%2F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2Fen%2Fcontact-us-form.html&title=Contact+Us&summary=No
http://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mini=true&url=https%3A%2F%2F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2Fen%2Fcontact-us-form.html&title=Contact+Us&summary=No
http://twitter.com/share?text=Contact+Us&url=https%3A%2F%2F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2Fen%2Fcontact-us-form.html@BNPP_Wealth
http://twitter.com/share?text=Contact+Us&url=https%3A%2F%2F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2Fen%2Fcontact-us-form.html@BNPP_Wealth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etc/designs/bnpparibas/images/youtube.png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etc/designs/bnpparibas/images/youtube.png
mailto:@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e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