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

2020年
投資主題

投資策略展望

我們2020年的投資主題是什麼？
這些主題又與投資者有何關聯？

觀點
政治風險緩解以及經濟指標改善，將
支持風險資產2020年向好。正如去年
，我們2020年的十大投資主題將主要
關注股市中的戰術性及結構性主題。
前三個主題針對投資取向較為保守的
投資者，並提供波幅較低的資產投資
方案。第四和第五個主題涉及逆全球
化趨勢與財政刺激政策等環球趨勢中
蘊含的機遇。
主題六和主題七有關過渡到趨向越來
越多社會責任的世界，側重於環境問
題和人力資本。最後三大主題關注「
顛覆性」創新、消費數碼化及醫療科
技創新等結構性趨勢。

2019年秋季末，政治風險逐漸減少，而主要的環
球經濟指標回穩。貨幣政策將支撐利率在未來一年
保持低位，這可維持股市的正面動力。我們對於利
率長線會持續低企的假設，就意味債市投資者將面
臨挑戰性的投資環境。因此，我們精選的2020年
十大投資主題是以股市為導向。但前三大主題是為
風險取向較為保守的投資者提供其他選擇方案。

政治風險消退
中美兩國很可能會簽署部分貿易協議，為更長
久的「停火」鋪路。雖然這並不會解決全部戰
略性問題，但（至少）在2020年11月美國大
選之前，應會宣佈「休戰」。
另一邊廂，12月12日舉行的英國大選是「脫歐
」進程的關鍵里程碑。議會的票數懸殊，而且
首相約翰遜已與歐盟達成新協議，意味著「硬
脫歐」（即歐盟與英國之間沒有達成協議）的
風險大幅降低，對經濟復甦及金融市場有正面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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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策略展望

主要經濟指標回穩

此外，我們預期新興市場不少央行將會減息，以
放大近期實施的寬鬆措施效應。債券孳息率取決
於央行料採取的一系列加息舉措。我們預期，主
要國家2020年不會加息。儘管10國集團經濟體的
勞動力市場有所改善，但通脹預期依然較低。我
們認為，投資級別債券的需求可能會維持高企，
因為央行的買債計劃及金融市場流動性強勁。因
此，我們預測債券孳息率會橫向行走，我們的美
國10年期國債孳息率目標為1.75%，德國10年期
國債目標為-0.50%。

主要經濟指標已企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有所改
善。金融市場正不斷尋找經濟改善跡象，憧憬趨
勢轉變。經濟惡化速度放緩已是一個重要信號。
我們自秋初以來的觀察，恰是如此。我們預期，
2020年初，家庭消費會帶動經濟進一步改善，而
家庭消費又將得到大多數經濟體失業率低企的支
撐。因此，我們對成熟經濟體的經濟溫和增長前
景（即2020年不會出現經濟衰退）充滿信心。我
們認為，政府的刺激政策力度在此階段會較溫和
，但也可能會出現正面驚喜。

股市估值仍具吸引力，尤其相對債市
而言

超低利率環境料將持續

根據市盈率的歷史標準，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的股
市仍具吸引力，美國股市除外。我們預期，2020
年的盈利會溫和增長。除盈利之外，股息率應是
刺激投資者對股票興趣的另一因素。歐洲債市的
股息率在3%以上，而企業債的平均到期孳息率低
於1%。其他市場而言，這兩個數值的差距不那麼
明顯，但仍接近歷史記錄。這應在未來數月為股
市提供更多支撐，我們預期，債券孳息率在未來
12個月或更長時間內不會顯著上升。

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利率處於超低水平。聯儲局已
於10月減息，預期還會在2020年減息兩次。歐洲
央行繼續運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對抗超低水平通脹
：實施負利率、營造特別有利的金融條件（即進
行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採用分層利率系統（
來支持銀行）、以及重啟買債計劃（每月購債規
模為200億歐元）。

投資策略團隊
法國

比利時

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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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長線投資

中等風險

從債市轉股市：股息貴族策略

債券孳息率料在很長時間內維持極低水平。對收益率的追求將繼續刺激投資者對息率高、安全且不
斷增長的股票（亦稱為「股息貴族」）的興趣。長線來看，這一領域的風險回報率優於整體股市。
但投資者須承擔較債市波幅更高的風險，並有長線投資意願。

主要風險

我們的投資建議
該主題主要適合成熟市場投資。成熟市場債券
孳息率普遍受擠壓。

主要風險與經濟形勢有關。若經濟出現衰退，
該類投資則面臨本金虧損風險。只有當經濟衰
退結束，才能減損。所以投資者需做好長線投
資打算，以減輕任何商業週期中斷帶來的影響
。因此，該主題的結構性優勢可能會顯現。

這一問題在歐元債領域尤為突出，因為大部分
政府債券以及約40%的企業債的孳息率都為負
。股息率非常具吸引力，高於3%。

相關風險包括：保護主義抬頭以及貿易緊張局
勢進一步升級。

美元債的孳息率差異（若不計2009年）從未達
到如此有利的水平。

次要風險是跑輸股票資產類別。若股市大漲，
則會出現這種可能。由於投資「股息貴族」的
主要目標是尋求穩定收入，因此這是次要風險
。

該主題為尋求穩定收入的投資者提供具吸引力
的投資選擇，但投資者須長期投資，並接受比
債市更高的波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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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線投資

中等風險

穩定收入：日漸稀缺的商品

標普500環球股息貴族指數

官方利率和債券孳息率從未像現在這樣低到不可思
議。三分之一的成熟市場政府債券孳息率為負，另
有半數的孳息率不足1%。在經濟增長緩慢、通脹
率低企的環境下，穩定收入匱乏的情況料將持續下
去。這對於絕大多數投資者（不論是私人還是機構
投資者）而言至關重要，因為締造固定收入才是其
首要投資目標。這一問題隨著人口逐漸老齡化只會
更遭，而退休年數增加導致養老金支付年限拉長，
會令這一問題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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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貴族：潛力最佳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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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500環球股息貴族指數
(凈回報率指數)

債券和股票的定期收益率差距很少如此有利於後者
，尤其是歐元類別。因此，尋求固定收入的投資者
可以慎重考慮股票，尤其是高息股。但做出投資選
擇前須目標明確。Fama和French（從1928年到
2013年）的研究表明，選擇股息率最高五分位數組
股票並非最佳策略，因為投資者可能會陷入「價值
陷阱」，或者可能遭遇公司減少股息。

2018
200天移動
平均線

2019
50天移動
平均線

資料來源：Refinitiv、湯森路透Datastream，2019年12月3日

估值相對較高（並將維持高位）
近年來對穩定收入的追逐，顯然推高股票估值。債
券孳息率受擠壓的情況料將持續很長時間；對「股
息貴族」的需求將保持強勁，因而估值將保持在其
長期平均水平之上。

最理想的策略是選擇股息高、有保障且不斷增加的
公司。這些公司被稱為「股息貴族」。要想躋身成
為其中一員，公司股息須在過去25年里年年增長！
這一領域的特徵是，包含的投資級別公司遠多於標
的指數，價值股與增長股的比例也更均衡。另一優
勢特征是，「貴族股」長線而言會跑贏大市，同時
投資者面臨的波幅也較低。換言之，「貴族股」的
夏普比率更佳。

支撐「股息貴族」的另一因素是股市的溫和上行潛
力。這源於已高企的利潤率和估值，它們折射出外
界的普遍正面預期。因此，股息將在未來數年的股
市投資總回報中發揮重要作用。

投資該領域的代價是，接受波幅遠高於債市，並做
長線投資。舉例來說，投資期為10年，投資者可承
受「股息貴族」虧損逾20%，並享有持續跑贏固定
收益投資的表現。倘考慮到在債券孳息率是固定、
股息率往往會上升的情況下，那麼「股息貴族」的
表現優勢就會顯著增強。這也意味著，如果通脹率
上升，「股息貴族」可提供更佳保障對抗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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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永不過時
青睞優質股

長線投資

中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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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永不過時：青睞優質股

經濟增長將持續低迷，且容易受衝擊。企業的利潤率高企，反映經濟週期步入後段。這對優質股而
言是較為理想的環境。成為優質股須滿足三大條件：盈利水平高、槓桿率低且利潤差異低。從這些
優勢來看，優質股值得高估值。
研發投入高的公司屬於該防禦領域。

我們的投資建議

主要風險

透過該主題，投資者可採取審慎的股市投資觀
點。這反映在優質股的價格波幅低於市場平均
水平。因此，對於損失厭惡情緒較高的大多數
投資者來說，優質股是一種理想的核心持倉。
當下尤其如此。因為與過去相比，現在的固定
收益領域在締造固定收入和穩定投資組合表現
方面發揮的作用更加次要。

與任何股市投資一樣，熊市都會產生資本虧損
，而且可能是巨大的。然而與其他投資方式相
比，此等虧損可能更小。
優質股在2019年表現卓越後變得昂貴。因此，
其股價上漲潛力較小。
主要經濟指標的顯著回升，可降低投資者對防
禦性投資的興趣，導致其表現落後。

該主題覆蓋全球，因為世界經濟增速及盈利趨
勢是同步的，兩者均已達到高度成熟的水平。.

明顯牛市趨勢相對而言更不利於優質股，因為
它的增長低於平均水平。

該主題的防禦性特徵決定其為長線投資。審慎
投資者通常不會太在意表現相對低迷的時期，
因為在當今這個高度不確定的世界里，其優先
考慮的是盈利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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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王牌投資

明晟世界優質指數(MSCI WORLD QUALITY INDEX)

優質股在2019年的整體表現遠高於平均水平。截至
11月底，優質股上漲31%，跑贏環球股市（+24%
）。成為一家「優質」公司須滿足三大條件：盈利
水平高、槓桿率低且利潤差異低。 此類股受益於與
地緣政治、經濟週期及盈利增長的持續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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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投資佳選

1400

目前經濟和股市週期持續時間驚人！當下這個十年
很可能成為有記錄以來第一個擺脫衰退的十年。優
質股往往在週期後段表現突出，在經濟衰退時期跑
贏其他市場板塊。優質股也是投資組合的核心持倉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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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晟世界優質
美元價格指數

2017

2018
200天移動
平均線

2019

1200

50天移動
平均線

資料來源：Refinitive、湯森路透Datastream，2019年12月3日

優質股在2020年前幾個月的表現很可能不及2019
年，原因有二：外界對經濟形勢的信心回升以及估
值高企。誠然，當主要經濟指標開始新的上升趨勢
時，順週期的股市板塊是主要贏家。然而，我們預
期週期性動力將保持疲軟。這將保持投資者對高能
見度投資的興趣。因此，估值仍將偏高。

不容忽視的板塊：研發成本較高的公司
除了優質股的官方定義外，大量投資研發的公司也
是優質投資。背後的邏輯如下：投資知識的股本回
報率高於平均水平。此外，投資知識創造附加值以
及入場壁壘。因此，提高售價的能力及締造大量現
金流的能力雙雙增強。最終，不僅可更好地保障股
息，而且更容易提升股息。

另外，股市波幅一直低企，料在2020年開始上揚。
從歷史來看，這一因素利好優質股。
大多數投資者的投資取向都比較保守。這可從其對
優質股相對表現的關注較少以及對波幅和下行風險
關注較高看出。如果我們將這些特徵與我們的2020
年預測（即盈利增長低）結合起來，優質股則是最
佳投資之選。潛在的信貸利差擴闊料提升優質股的
吸引力。

此類型的公司主要源自醫療保健和科技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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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防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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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防禦策略：物色低風險收益

隨著經濟週期接近尾聲，部分投資者更加注重其投資組合的防禦性部署。自歐元區及日本實行負利
率以來，投資機會不斷縮減。略多於20%的環球債券的到期孳息率為負。然而，仍有一些投資的預
期回報為正，且風險水平相對較低。

我們的投資建議

主要風險

分散投資可降低投資組合的整體風險。我們建
議把資產分散投資於許多低風險和風險可計算
的產品。

「多元防禦策略」主題面臨的主要風險是風險
資產持續上升時產生的機會成本。
所提供產品的內在風險有關利率突然上升、發
行人違約、市場緊張時流動性減少、或匯率波
動。我們會透過短債及看好優質發行人來限制
風險。

防禦性投資者可能更青睞以本幣發行的優質發
行人。對那些接受匯率風險的投資者來說，短
期美國政府債券和新興市場債券也有價值。我
們認為，也可考慮結構性產品、歐洲的槓桿貸
款及Newcits基金等其他投資。
股市投資風險略高。透過Buy-Write策略等防
禦性基金，可承擔部分市場風險，從而限制整
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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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等風險

風險取向較低的投資者過去常常認購被視為較安全
的債券，比如政府或信貸評級較高的大公司發行的
債券。此類債券現在很昂貴，或甚至到期孳息率為
負，這意味著買家若持有至到期日，肯定會虧錢。
實際上，全球20%的債券孳息率為負。在歐元區，
這一比重已升至40%！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正在探
索可提供正回報且適合低/中等風險取向投資者的投
資方案。

孳息率為負的投資級別債券比重

債券

政府債及企業債
60%

60%
NIRP: Negative Interest Rate policy

50%

50%

40%

41,3%
40%

30%

30%
BoJ's NIRP

21,0%
20%

20%

在歐元區低利率及經濟增長緩慢的環境下，投資者
可從次級債中獲得回報。然而，這比高級債的風險
更大，因為在發行人破產的情況下，次級債的受償
順序只排第二。但其優勢在於，收益率更具吸引力
。我們更青睞投資級別發行人，因其重組/違約風險
較低。

10%

0%

10%

ECB's NI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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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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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2018

2019

歐元區

資料來源：Refinitive、湯森路透Datastream、彭博巴克萊指數
，2019年12月5日

對於以美元為基礎的投資者，或那些接受貨幣風險
的歐元投資者而言，短期美國政府債券具吸引力。
我們認為，聯儲局應會在2020年再減息兩次，而市
場僅憧憬一次減息，這意味著短期利率可能會下降
。此外，美企發行的綠色債券值得關注，其供應良
好，收益率具吸引力。該類債券類似傳統債券，不
同之處在於，該類債券主要目標是為緩解氣候變化
的項目提供資金。

Newcits基金
Newcits基金為資產管理經理提供從資產價格上漲
（或下跌）中獲益的機會，具體取決於投資策略。
我們青睞宏觀策略，因為貿易緊張局勢和民粹主義
正對一些行業構成挑戰，而這些行業應會帶來波動
，從而帶來投資機遇。此外，新興市場之間的差異
有助於激發投資機會。長短倉股票策略也頗具吸引
力，因為可以利用孳息率低及顛覆性創新等結構性
因素來獲益。

最後，新興市場債券仍具吸引力，包括硬貨幣企業
債及以當地貨幣計價的政府債。相比成熟國家的債
券孳息率很低或甚至為負，該資產類別受追逐收益
支持。現在的指數高度多樣化，意味著風險不像過
去那麼高。我們認為，新興市場貨幣被低估，因此
匯率風險很小。
在低利率環境下，歐洲的槓桿貸款的風險回報率具
吸引力，而且可提供對抗利率上升風險的天然保障
，因為締造收入的基礎是利率可變。傳統上，該資
產類別波幅較低，但並非不受其他資產類別潛在波
幅的影響。高級貸款是資本結構中最安全的，因此
其違約風險應較小。流動性可能很低，所以我們建
議長線投資。

結構性產品
此類產品使用複雜投資工具，例如期貨、期權及信
貸違約掉期(CDS)，個人投資者通常很難獲得這些
工具。結構性產品可為非常保守的投資者提供
100%的本金保障或只需承擔部分資本虧損風險。
投資者可從短期及長期利率的差異中獲益，或者從
關注引伸波幅的走勢來獲得回報。由於歐元區實行
低利率，歐元結構性產品不如美元計價產品有吸引
力。

股票
Buy-Write策略適合防禦性投資者。該類基金提供
股市投資機會，旨在透過期權（沽出認購期權）來
降低風險。該類基金在牛市中對上漲指數的參與較
少，但在熊市中可緩衝跌勢。與傳統基金相比，該
類基金的回報通常較少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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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趨勢
環球貿易逆轉趨勢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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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趨勢：環球貿易逆轉趨勢受惠者

隨著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加上社會與環境方面挑戰重重，全球化可能已經見頂。從全球化轉
向區域化/地方化的趨勢，為各區域/本地市場（包括中小型企業）帶來眾多機遇。與此同時，逆全球
化趨勢也會伴隨著更多政治或地緣政治不確定性，這可能會造成市場波動。我們建議投資者運用避
險資產對沖投資組合風險。

我們的投資建議

主要風險

區域化/本地化

全球化趨勢因以下因素再度升級：

• 新的貿易動態/生產中心（台灣和南韓的上游
製造業產品以及東南亞的低端消費品）

• 中美達成全面貿易協議；
• 環球貿易緊張局勢大幅緩解；

• 「英國脫歐」（英國國內股、英國房地產投
資信託基金、英鎊）

• 數碼科技領域的顛覆性創新大幅提升跨境貿
易量。

• 美國大選（幾乎所有總統候選人都表示會推
出惠及美國消費者的計劃）

懸峙議會令「英國脫歐」陷入僵局，導致「脫
歐」在短期內無法實現。

• 中小型企業

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導致2020年環球經濟衰退。
屆時，投資者就會規避風險，進而損害股市表
現，但避險資產會表現良好。

政治/地緣政治不確定性
運用避險資產（例如黃金、日圓、美元戰術性
長倉機會等）對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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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如何從區域化/本地化中獲益？
新的貿易動態/生產中心

對美出口情況
年初至今

雙邊貿易爭端（比如中美、日韓之間的貿易爭端等
）正在取代多邊貿易協定框架（比如北美資源貿易
協議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越來越多跡象表
明，許多公司正在轉移部分供應鏈或計劃將其供應
鏈轉回所在區域或本地，這將對地區和當地經濟的
中長期發展影響深遠。
為了從中美貿易緊張局勢中獲益，部分亞洲新興市
場國家開始提供稅務優惠，以吸引希望將供應鏈轉
移出中國的企業。舉例來說，自2019年10月1日起
，印度對新成立的製造企業徵收15%的公司稅（低
於對其他企業徵收的22%）。泰國還宣佈對從中國
遷往泰國的企業減稅50%。此外，台灣於2018年11
月宣佈「回台」政策，包括提供工業用地和稅務優
惠。這一政策迄今為止已成功幫助142家企業重返
台灣投資項目獲批且價值6110億新台幣（約合200
億美元）。 我們預期，供應鏈重新洗牌將使東南亞
國家的低端消費品受惠，及使台灣和南韓的高端上
游製造業產品受惠。

40%
30%
20%
10%
0%
-10%
-20%

Vietnam
越南

Taiwan
台灣

Inde
印度

Mexique
墨西哥 Thaïlande
泰國

Chine
中國

資料來源：湯森路透Datastream，2019年11月28日

「英國脫歐」

應對政治不確定性

保守黨在大選中贏得多數席位，我們預期英國將在
1月底脫離歐盟，並在2020年推出一些溫和的財政
刺激措施以提振經濟。因此，我們預期，英國股票
及英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會重估，英鎊會反彈。

逆全球化趨勢也可能造成持續的政治/地緣政治不穩
。我們建議，投資者在機會來臨時透過黃金、日圓
及/或部分美元戰術性長倉等避險資產來對沖投資組
合風險。

美國大選
選舉年通常是美國股市的好年頭，標普500指數在
選舉前的12個月里平均上漲9%（基於1964年以來
數據）。截至目前，幾乎所有總統參選人都有能使
美國家庭受益的計劃。投資者預期美國中期內將出
台更多有利政策以提振國內經濟，這種憧憬應利好
美國股市。

中小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往往更傾向於以國內市場為主。隨著國
內和財政寬鬆措施支撐地方經濟發展，中小型企業
應受惠於週期性復甦。部分中小型企業也可能受益
於供應鏈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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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浪潮：基建支出蘊涵機遇

環球央行在2019年紛紛放寬貨幣政策，以緩衝環球經濟同步放緩。與此前的週期後段水平相比，目
前的利率水平非常低。一些成熟國家的貨幣寬鬆政策已接近極限。財政政策被視為更高效的反週期
工具（相對於貨幣政策而言），可用於刺激經濟增長及提高通脹預期。透過減稅及建設經濟適用房
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應有助於對抗日益抬頭的民粹主義。此外，一些政府開始加大支出，以實現環
保目標。

我們的投資建議

主要風險

許多國家都在實行財政刺激政策，預計2020年
還會更多。投資者可透過以下方式從財政支出
上漲中獲益：

• 各政府未按市場預期推出財政政策。

• 建築材料股；

• 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導致2020年環球經濟衰
退。屆時，投資者就會規避風險，從而損害
股票表現。

• 財政政策的執行嚴重滯後。

• 可再生能源股及清潔交通運輸股；
• 主題基金：與基礎設施相關的互惠基金或私
募基金、綠色/社會責任投資相關基金；
• 英國股票估值重估；
• 中國政策受惠者（多元資產），例如水泥、
非必需消費品/必需消費品股、以及部分企
業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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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市場
用於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支出料增加

政府往往在經濟週期後段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

儘管各國央行繼續放寬貨幣政策，但大多數成熟市
場在本商業週期內仍難以實現通脹目標。在各國努
力改善經濟增長和實現通脹目標的進程中，其實已
經開始實行某種形式的財政刺激措施。而成熟國家
則可能會加大綠色能源產業的財政支出。

美國
政府已開始實施財政刺激計劃，比如2018年的大規
模減稅。2019年8月初曾通過一項預算協議，取消
支出上限、將債務上限推遲至2021年7月、並增加
未來兩個財政年度的支出分配。「綠色」基礎設施
建設在大選後可能會有所增加，因為大多數總統參
選人都支持清潔能源支出。

X 軸：預算餘額（佔國內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湯森路透Datastream，2019年11月28日

亞洲
雄心勃勃的基建計劃及減稅
提振疲弱經濟增長

歐洲

越來越多亞洲國家央行紛紛減息，以應對2019年經
濟增長放緩。部分國家正轉向雄心勃勃的財政計劃
，包括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以及減稅措施。

外界對歐元區出台財政刺激政策的預期日益高漲，
尤其是考慮到歐元區持續的超寬鬆貨幣環境及負利
率似乎令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有所降低。德國和荷蘭
具備實施財政刺激政策的優勢，因為兩國均有財政
盈餘。財政支出（如有）料將撥給可持續發展領域
。事實上，德國議會最近剛通過一項價值540億歐
元的計劃，用於未來四年加速該國向可再生能源的
轉型並減少碳排放。荷蘭也正在籌備設立國家投資
基金，為未來30年的經濟發展持續提供支持。交通
運輸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可能是增加政府支出的另一
重要途徑。德國政府最近公佈一項860億歐元的投
資計劃，用於德國鐵路網絡的現代化。

中國
在最新一輪的寬鬆政策中，財政支出發揮主導作用
，其中包括2018年宣佈的2萬億人民幣（約合2980
億美元）減稅和降低費用（養老金和社保繳費）計
劃。此外，中國政府呼籲在2020年加快發行地方政
府專項債，以促進交通、能源、農業、林業和醫療
等基礎設施建設。

亞洲其他地區
英國

印度出人意料地宣佈將企業所得稅由此前的30%降
至25%，相當於1.45萬億印度盧比（約合200億美
元），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7%。另一邊廂，南韓
公佈總額514萬億韓元（約合4240億美元）的2020
年破紀錄預算案。如果算上附加預算，這一數值較
去年支出增加8%。另外，台灣於2018年11月宣佈
「回台」政策，包括提供工業用地和稅務優惠。這
一政策迄今為止已成功幫助142家企業重返台灣投
資項目獲批且價值6110億新台幣（約合200億美元
）。

保守黨在大選中贏得多數席位，我們的基本預測是
英國會於2020年1月底脫離歐盟。然而，英國與歐
盟未來的關係仍不明朗。我們預期，英國會推出一
些溫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緩衝2020年經濟增長
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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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保衛之戰：關注水資源和廢物管理

人們日漸認識到，人類社會和環球經濟於生態系統息息相關，特別是與水資源和能源密不可分。政
府也因此採取許多與《巴黎協定》第21屆締約國會議(COP21)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等相
關的行動。我們預期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將不斷增長，特別是於水供應、廢物管理及清潔和可再生
能源有關的需求。外界在環境、社會和管治(ESG)標準方面的意識也應促使投資者關注這些領域。

我們會重點關注這些領域的領先公司，但也看
好主動管理的基金或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我們的投資建議
我們主要關注以下兩大次級主題：
1.1. 水資源
• 提供獲取水資源的途徑
• 保證水質安全
• 優化水資源使用

主要風險
與這一主題相關的投資方案主要與股票掛鉤
。儘管該主題具有較大潛力，但投資方案將
受到環球股市波動的影響。然而，有些活動
（例如公共事業）對於這些市場較不敏感。
此外，涉及該主題的公司的環境、社會和質
量(ESG)評級較高，也有助於限制與環球股
市相關的風險。

1.2. 廢物管理
我們為對廢物收集方法、回收利用、廢物轉化能
源解決方案及公司在這些領域可能提供的任何創
新等公司感興趣的投資者，發掘該主題蘊含的投
資機遇。

環球經濟衰退可能嚴重限制政府支持轉型的
能力。油價大幅下跌可能成為可再生能源的
主要制約因素。

2. 清潔及可再生能源
前景向好的是涉及太陽能、風能、地熱能和水力
發電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和設備的行業。其他主要
領域包括：電池和相關化學品，以及電力和電網
設備製造商。

2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主題

06

中線/長線投資

高風險

水資源和廢物管理領域的投資機遇
溫室效應 (1880年 - 2018年)

水資源
聯合國指出，「水是人類生存和地球可持續發展的
先決條件」；並認為「水是適應氣候變化的核心，
是氣候系統、人類社會和環境之間的重要紐帶」。
未來幾年，各國政府和公司可能會被迫在水資源管
理上投入大量資金。我們預期以下三大主要目標會
帶動需求：1) 提供獲取水資源的途徑；2)保證水質
安全；3)優化水資源使用。在水處理、衛生、海水
淡化、水泵/過濾器的設計、自動化及新的優化技術
、提升網絡效率（智能電錶、傳感器網絡、洩露探
測器）等領域的技術創新非常強勁。

X 軸：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水平（百萬分率）
Y 軸：全球平均地表溫度相對於1850-1900年水平的上升幅度 (°C)

廢物管理

資料來源：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美國國家航
空航天局(NASA)、法國巴黎銀行

該活動應帶來循環經濟模式，不僅注重廢物管理，
而且從源頭就注重減少廢物產生。公共部門通常鼓
勵垃圾分類、投資廢物回收利用及減少廢物焚燒處
理基礎設施的過剩產能。在日新月異的環境下，我
們為對廢物收集方法、廢物轉化能源解決方案和在
該領域提供創新的公司感興趣的投資者發掘該領域
蘊含的投資機遇。

清潔及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機遇
我們預期，「能源轉型」未來幾年會越來越受歡迎
。我們所說的「能源轉型」是指結構性轉變。具體
而言，是從傳統中央化化石能源生產，轉向主要由
科技創新和外部定價驅動及去中央化模式的清潔和
可再生能源。決定轉型速度的因素包括：科技創新
、政府政策（碳稅和清潔能源補貼）、消費者及投
資者不斷變化的偏好（即環境、社會及管治與社會
責任投資偏好）。支撐該趨勢的因素包括：有關氣
候變化的媒體報道、「週五為未來而戰」短片以及
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等投資主題的引入。

塑料廢棄物
近幾個月來，塑料垃圾備受關注。媒體報道及紀錄
片使應對這一巨大挑戰的緊迫感增強。到2030年，
歐盟市場的所有塑料包裝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重複使用或回收再利用。因此，塑料回收市場在未
來數十年料會不斷發展壯大。

生產和能源儲存（電力、氫等）價格下跌也可能刺
激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前景向好的是與涉及太陽
能、風能、地熱能和水力發電等領域的技術創新和
設備有關的行業。其他主要領域包括：電池和相關
化學品，以及電力和電網設備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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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本投資：
「最佳僱主」、發展教育及健康生活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重視員工（即「人力資本」）的企業以及其他對教育、健康和創業（微型貸款
）做出貢獻的公司，會令我們的世界更可持續、更負責任。這些主題也屬於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範疇。我們預期，與這些領域相關的商品和服務需求將不斷增長。在「最佳僱主」或「性別平等」
等領域獲得高評級的公司，在風險回報權衡方面表現強勁。

我們的投資建議

我們會重點關注這些領域的領先公司，但也看
好主動管理的基金或交易所買賣基金(ETF)。

我們主要關注以下三大次級主題：
「最佳僱主*」和「性別平等」
挑選公司的方法是看排名，例如參考《財富》雜
誌評選的「最適宜工作的公司」。性別平等方面
也有相似評級，比如國際組織Equileap評選的「
全球企業性別平等排行榜」。

主要風險
與這一主題相關的投資方案主要與股票掛鉤。
儘管該主題具有較大潛力，但投資方案將受到
環球股市波動的影響。

微型貸款與教育
微型貸款是支撐可持續經濟增長及消除貧困的關
鍵驅動力。教育而言，我們認為，數碼教育、教
育管理及服務與供應等領域的新技術存在投資機
遇。

然而，與該主題相關的有些活動將受惠於較高
的環境、社會和管治(ESG)評級，因其波幅較低
。微型貸款的風險較高。

健康食品與糧食安全
我們認為，替代食品、環保食品生產、食品安全
、以及健康與天然食品等領域存在投資機遇。

*是指員工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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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僱主*」和「性別平等」
世界人口數量（以10億計）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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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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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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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
2045
2050

這兩個次級主題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部分
，屬於「促進人人獲得體面工作、促進經濟增長」
、「實現性別平等」、「減少不平等」的範疇。這
兩個主題也有助於建立更可持續及更負責任的世界
。另外，建議投資這些領域也有經濟和財務方面的
原因。根據Alex Edmans在2012¹年進行的一項開
創性調查，工作滿意度與公司價值相關。具體而言
，此調查證明提升員工滿意度帶來的好處大於成本
。該調查採用28年的數據，結果顯示「員工滿意度
高的公司每年的表現要比其他公司高出2.3 - 3.8%
」。研究結果還表明，「員工滿意度令公司表現良
好，而不是良好的公司表現允許公司可投資於員工
滿意度」。潛在的因素是，員工的高滿意度能使公
司吸引並留住有才能的員工，並可提升員工的生產
力。此外，也有實證研究表明這種正面關係是遍佈
全球的，比如Edmans, Li and Zhang (2014)²和
Faleye and Fahan (2011)³。「最佳僱主」相關的
排名有許多，包括《財富》雜誌的「最適合工作的
公司」和 Glassdoor評選的「最佳工作場所」。也
有類似的論點來說明「性別平等」與公司業績之間
的關係，即吸引和留住有才華的員工，提高員工生
產力。另外，性別平等還可產生更多創新的管理和
思維 (S. Turban, D. Wu and L. Zhang 2019)⁴。

世界人口數量
預測值

資料來源：Refinitiv、 湯森路透Datastream、世界銀行

健康食品與糧食安全
該主題有關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消除飢餓」、
「確保健康生活、促進福祉」以及「採用可持續的
消費和生產模式」。聯合國的預測表明，儘管生育
率在下降，但到2050年世界人口仍將增至97億（比
現在多20億）。確保世界人口以可持續和環保的方
式獲得糧食將是空前艱巨的挑戰之一。這將需要在
替代食品和食品生產、科技創新及教育方面進行大
規模投資。如今，許多食品生產鏈（尤其是肉類）
消耗大量資源，不僅危害環境，而且危害人們的健
康。特別有害的是：人造肥料、殺蟲劑、激素、森
林砍伐、過度用水、以及長距離糧食運輸。動物養
殖廠的甲烷排放是二氧化碳的主要來源。種種挑戰
表明，這些領域將會迎來巨額投資。我們認為，替
代食品（以植物為基礎）、環保食品生產、食品安
全及健康和天然食品等領域蘊含投資機遇。應重點
關注為減少食品浪費和二氧化碳排放做出貢獻的公
司。

微型貸款與教育
這兩個次級主題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即「優
質教育」與「減少不平等」）的關鍵。

微型貸款
微型貸款是指向無法獲得金融服務的人提供小額貸
款的銀行服務。貸款金額很小，通常只有幾千美元
或更少（視國家而定）。其理念是，借款人在項目
的每個階段都能獲得金融專業知識。這可促進可持
續經濟增長與性別平等，並減少不平等。

教育
我們預期未來幾年的教育支出會大幅上升。其中一
個原因是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的崛起；另一個原因
是終生學習的需求，因為人工智能為勞動者提供機
會的同時，也要求勞動者不斷學習來適應新變革。
教育科技的創新帶來新機遇，使數百萬人更容易接
受教育。我們認為，數碼教育、各級教育管理及教
育服務與供應等新技術領域蘊含投資機遇。

參考文獻：
1. For more details see A. Edmans (2016) “28 Years of Stock Market Data shows a Link
between Employee Satisfaction and Long-term Valu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 2016.
2. Edmans, Li and Zhang (2014), “Employee Satisfaction,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Stock
Returns around the World”, NBER Working Paper N° 20300, July 2014.
3. Faleye and Trahan (2011) “Labor Friendly Corporate Policies: Is What is Good for
Employees Good for Shareholde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01, 1-27.
4. S. Turban, D. Wu and L. Zhang (2019), “When Gender Diversity Makes Firms More
Productiv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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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顛覆科技：5G和人工智能創新

創新正在加速發展，並且形式多樣，這給企業帶來巨大的顛覆性趨勢。而最具顛覆性的技術是5G技
術和人工智能。5G是一個巨大的飛躍，是推動數碼轉型的強大催化劑。而人工智能則幾乎貫穿於公
司的每一個增值階段。

我們的投資建議

主要風險

該主題與股市掛鉤，在全球盛行。在該主題中
發揮關鍵作用的公司位於美國、歐洲和亞洲。
創新發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非市場風險高企
。投資者須大幅分散投資，以減少此等風險。

主要風險在於對顛覆性技術的投資步伐。投資
通常與產生的利潤水平高度相關，而經歷10年
不間斷的經濟增長後，總體利潤水平變得非常
高。

高風險往往伴隨高於平均水平的波動。換言之
，參與該主題的投資者需承擔已投資資本虧損
的高風險。這屬於進取投資。創新已成為社會
的永恆特徵，長線投資是必需的。

隨著創新的推陳出新，公司可能不兌現對某些
服務和應用的承諾。智能手機的售價將成為消
費者做出選擇的決定性因素。同時，消費者也
會關注手機功能和網絡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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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最具顛覆性的趨勢

5G承諾對股價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INDXX 5G & NextG 主題指數

科技進步開闢大量的新前景和新市場。部分創新尤
其具有顛覆性，比如5G和人工智能。才華橫溢的對
沖基金經理Stan Druckenmiller表示，我們正處於
19世紀80年代以來最具經濟顛覆性的時期。

5G：通往新宇宙之門
5G是指第五代無線通訊技術。1G帶來電話；2G實
現短信收發；3G為手機帶來互聯網和視頻連接；
4G讓用戶獲得大量數據，其中包括觀看電影及聆聽
串流媒體音樂。5G則不僅是另一步，而是一個巨大
的飛躍，引領世界邁向遠程手術、虛擬現實、自動
駕駛等全新領域。此外，5G使人工智能、物聯網、
工業4.0及雲端計算等領域的潛力倍增。該技術是
推動數碼轉型的新型強大催化劑。憑藉更快速、更
高吞吐量及最少延遲時間，5G能實現這些發展。錦
上添花的是，5G技術耗能少得多。

資料來源：Refinitiv Datastream, 2019年12月4日

人工智能
它會不會成為像印刷術發明或工業革命那樣舉足輕
重的顛覆性趨勢？
據維基百科定義，「人工智能（英文縮寫為AI）是
電腦程序或機器思考和學習的能力」。它被視為一
種技術，可嵌入公司價值創造過程幾乎每個階段，
幾乎可以影響各方各面。此外，它還與工業4.0緊
密相關，其標誌性特徵是大數據與計算力的結合。
國際戰略公司波士頓咨詢公司(BCG)聯合麻省理工
斯隆管理學院(MIT Sloan)曾對17個國家的3000家
公司進行調查，發現60%的公司認為人工智能將對
其公司流程和產品構成深遠影響。受影響最大的行
業應該是：科技、媒體、電訊營運商、必需消費品
、金融服務及醫療保健。受影響最小的則是公共板
塊。人工智能的主要優點是：提高生產率、降低成
本、及實現人機合作。根據資訊和審計公司普華永
道(PWC)數據，人工智能未來15年將為全球經濟貢
獻15.7萬億美元。

巨大機遇
5G技術市場將在2020年真正騰飛。該市場包括（
但不限於）移動網絡設備和營運商、半導體製造商
、天線、發射台及軟體提供商。到2021年，5G連
接數量將達到5000萬到1億。據國際咨詢與技術公
司埃森哲預測，美國電訊營運商未來幾年將在基礎
設施方面投資約5000億美元，新增多達300萬個工
作崗位。此外，無線通訊設備製造商高通表示，到
2035年，5G可能創造約12.3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出
，相當於2016年美國消費者支出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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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互聯消費者：數碼消費新趨勢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尤其是電訊（4G、5G、智能手機）、芯片及空前強大的組件方面進步飛速，消
費者現在可享有一系列全新產品和服務。他們的上網時間越來越長，而且喜歡新體驗和娛樂活動。
電子商務市場預計將從2018年的1.8萬億美元擴大到2023年的2.7萬億美元。串流媒體、遊戲、體育
、擴增實境(AR)等領域的線上提供商及服務也日益增多。那麼，誰將成為明日大贏家？

我們的投資建議

主要風險

該科技主題適合對創新、互聯網進步及新的溝
通方式感興趣且投資取向為「靈活」的投資者
。

在亞馬遜等巨頭大獲成功後，許多企業家都夢
想 成 為 下 一 個 貝 佐 斯 （ 亞 馬 遜 創 始 人 Jeff
Bezos）。 因此，初創企業數量龐大，使得該
行業競爭十分激烈。

該主題覆蓋許多（大型）美國股市的上市公司
。除此之外，還可透過許多基金、追蹤工具、
結構性產品及私募股權來投資該主題。

外界對神話般成功故事的追捧，以及在環球經
濟大幅放緩之際尋求增長，導致估值偶爾變得
非常昂貴。

該領域在世界其他主要地區（歐洲及亞洲）也
得到蓬勃發展。在全新的消費應用領域，東北
亞甚至超越西方國家。

有些不太成熟或盈利能力不強的公司在股市碰
運氣，有時會遭遇挫折。舉例來說，優步
(Uber)和WeWork首次公開募股(IPO)時，股價
就出現梨形走勢！

由於該類型投資的內在波動性，我們建議進行
長線投資。

因此，投資者須有選擇性，尤其是考慮到2019
年科技股已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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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企業對消費者(B2C)」主題，涉及企業向終
端客戶銷售產品和服務。此外，該主題也可投資「
企業對企業(B2B)」領域（例如數碼金融服務、定
向廣告、網絡安全等）的主要公司。

美國「黑色星期五」網上購物大獲成功，
但傳統商鋪卻日漸式微

背景
顛覆性新科技不斷創造新的產品、服務和消費習慣
。舉例來說，數碼轉型使消費者能夠在線訂購產品
並獲取一系列網上服務。此外，消費者享受更佳質
量的上網服務、連接速度更快，還可體驗定制化且
可靠性更高。

美國電子商務在「黑色
星期五」的表現

+20%

按
年

美國傳統零售商在「黑
色星期五」的表現

-6.1%

按
年

資料來源：美銀美林、Adobe Analytics，截至2019年11月29日

消費者透過智能手機或筆記本電腦來上網，這越來
越多地成為他們通往快速增長的數碼世界之門。他
們尋找的是全新的數碼體驗和娛樂活動，而且要求
更高。這個全新虛擬世界的經濟在日益增長。一些
網絡公司增值的速度簡直驚人，比如自身並沒有任
何 車 輛 的 優 步 (Uber) 、 不 創 建 內 容 的 臉 書
(Facebook) ， 以 及 不 擁 有 任 何 房 產 的 愛 彼 迎
(Airbnb)！

擴增實境：人們如今可以一邊使用智能手機、一邊
四處走動，甚至可以在最喜歡的公園尋找隱藏的精
靈寶可夢(Pokemon)。在舒適的家中，人們可以在
虛擬場景中打網球或跳舞，可能比現實更真實！谷
歌開發的智能眼鏡，可以讓佩戴者從任何地方進入
虛擬世界。
共享經濟：人們不再需要擁有私家車或度假屋。上
優步(Uber)、愛彼迎(Airbnb)和Booking，就可以接
觸龐大的數據庫，各種關於配司機的專車、度假勝
地、豪華酒店的資訊，應有盡有。用戶可輕鬆設定
非常嚴格的篩選標準、在自己的選擇上放上標籤，
最重要的是，查看以前用戶的體驗，甚至與其他人
分享自己的體驗！

消費者花越來越多時間上網做什麼？他
們都買什麼？
電子商務：若顧客沒有時間或純粹是不想去實體店
的時候，也可足不出戶完成購物。線上的圖片及3D
影像的像素更高、在線金融服務更優質，顧客動動
手指就能輕鬆購物。

市場正在開發哪些「企業對企業」服務
來支持線上消費？

串流媒體：消費者現在可以自由選擇所看的電影或
電視劇，並可隨時觀看。他們還可透過互聯網收看
大量的體育賽事在線直播及轉播。新一代的電訊網
絡令播放像素及連網速度顯著提升。行業霸主網飛
(Netflix) 也 面 臨 來 自 迪 士 尼 、 美 國 電 話 電 報 公 司
(AT&T)、康卡斯特(Comcast)、亞馬遜和蘋果公司
等新秀的威脅。

在線支付：所有購買都須付費，因此需要強大、可
靠及高效的在線支付服務。
線上廣告：資本主義世界鼓勵消費者不停消費。現
行的鼓勵形式非常有效：某些公司確實很擅長定向
銷售和營銷。

電玩遊戲及電子競技：老牌遊戲（遊戲機、任天堂
、 Xbox等）現在面臨網絡遊戲的激烈競爭。電競
比賽場場爆滿，觀眾去看比賽就像是去聽演唱會一
樣。

網絡安全：消費者需要確保其個人數據得到很好的
保護，而且要保證除了線上產品及服務提供商外，
沒有人可以拿走他們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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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健創新：科技引領發明和應用倍增發展

醫療保健板塊跑贏經濟其他板塊。隨著互聯網、通訊方式、大數據、數據存儲、及人工智能的發展
，醫療保健在各個層面都取得顯著進步。
新型的強大研發方式、新的（類型）療法、工具和服務層出不窮。隨著可獲取的優質數據大量增多
並得到更好地運用，醫療和保健中心的管理也變得更加高效。

我們的投資建議

主要風險

該主題適合願意承擔一些風險的「靈活」投資
者，因為創新並不總是能實現預期的效益。

儘管從結構上來看，醫療保健板塊是盈利最高
的行業之一，但它也存在以下風險：

該領域最靈活或增長最快的公司通常是中小型
企業。然而，投資此等公司的風險往往更高，
因為與在這個創新行業營運的大公司相比，它
們不夠成熟、不夠多樣化、擁有的資源也更少
。

圍繞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消息令市場日益波動
。舉例來說，左翼總統候選人希望將某些私營
服務公有化。其目的是為病人大幅節省費用。
這可能會擠壓該行業參與者的銷售與利潤。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和國會正努力降低醫療費
用。成熟公司面臨更多風險，因為其產品組合
較為陳舊，而且監管機構有意鼓勵創新。

因此，與投資少數幾家領先公司的股票一樣，
在風險較高的細分市場，我們也看好由資深專
業人士管理的多元化基金。

研究初始階段的成本和失敗率很高。儘管也有
一些偉大的成功故事，但許多初創企業仍被迫
迅速關閉。

該行業風險較大，我們建議長線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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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互聯網、通訊方式、大數據、數據存儲、及人
工智能的發展，整個醫療保健行業在各個層面都日
新月異。

美國個人醫療支出
按佔個人總消費支出百分比計算

研究與開發
由於電腦和芯片更加強大，基因組測序的成本近年
來大幅下降。基於基因組分析的新研究和新療法也
因此得到發展。此外，設計和開發方面也突飛猛進
：
• 醫療設備/器械及輔助活動裝置，例如醫學影像
這一巨大領域
• 擁有部分自動化的實驗室
• 診斷
• 治療

資料來源：Refinitiv Datastream, 2019年第三季度數據

提升醫療保健中心效率

醫療與醫療設備

數據爆炸、物聯網、雲端技術及新通訊方式，為人
們帶來更高效及更優質的交流。

治療方法在經歷變革。機器人可輔助外科醫生提供
更佳圖像和可視性、提高分辨率且更聚焦、手術更
穩（例如減少手顫）、手術更靈活且更方便（例如
遠程手術）。病人則可得到更好地治療，恢復更快
，而且手術中及手術後併發症更少。另外，以下領
域也得到發展：

醫院和診所的數碼數據不太可能丟失（例如，X光
及其他容量很大的文件可以輕鬆發送）。如今，一
位病人成千上萬的數據皆可電子存檔。
數據分析也變得更精準、更詳細。
有些診斷可透過遠程視頻或在線進行。現在有許多
專門從事該細分行業的醫生和公司。

生物科技：該板塊各公司日益成熟，部分公司利潤
豐厚。例如，與基因組分析相關的新療法蓬勃發展
。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免疫療法(CAR-T)是一項很有
前途的新技術。該技術可透過免疫療法，修復或替
換受損細胞並刺激移植的健康細胞。生物科技為腫
瘤或罕見病帶來許多治療方案。

保護病人數據及尊重病人隱私是非常重要的。在這
方面也有許多專門的公司。

個人化治療：受惠於病人的大量數據。
除機器人之外，新一代植入物亦已面世，即運用先
進材料製造的複雜仿生產品，可令人體更好地適應
。
還有其他許多日益複雜的設備，有助於更快地檢測
疾病（例如心臟病和糖尿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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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產品或交易中的投資利益有所不同；或當產品交易對手或發行
失所投資的本金。若本文件所述的任何產品是涉及衍生工具的結構
人是法國巴黎銀行或其相關實體或聯營公司時，法國巴黎銀行亦可
性產品，除非閣下已完全了解並同意接受所有風險，否則閣下不應
能是同一產品的分銷商、擔保人、計算代理人和/或安排人。
對該產品進行利投資。若閣下對任何產品／交易有任何疑問，應尋
求獨立專業意見。
閣下一經接納本文件，即同意受以上限制所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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