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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親愛的客戶：

我欣然為您呈獻瑞信的超級趨勢，這是我們的研究專家爲 
為您量身制定的長期投資主題。

根據我們的內部觀點，這些主題與西方國家的政局變
化、人口變化或科技迅猛發展等長期趨勢息息相關， 
帶來長期投資機會之餘，亦與當今的主要發展態勢和投
資者的投資組合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我認爲為這些有助
於改善投資組合的長期風險回報狀況。我們致力於成為
一家透過運用私人投資者的資金來滿足社會需求（比如
基礎設施）的銀行，同時為爲私人投資者提供優良的投資
理念及收益和回報來源。

對重要議題的透徹分析、投資專長和打造量身定制的 
投資方案的願景，是瑞信等金融機構能夠為爲客戶做出的 
貢獻。

我深信您會認為爲「超級趨勢」是一份豐富有趣且與您息
息相關的刊物。

Michael Strobaek
瑞信全球首席投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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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投資者渴望瞭解如何妥善處理多種資產的高估值，他們自然
會轉投可受惠於社會長期趨勢的主題性投資。

投資者預計這些投資不會受到金融市場日常波動的太大影響，並
能夠從長期趨勢中的可預測性和可持續性中獲利。人口、社會經
濟轉型和政治發展，以及技術和科學進步是投資者的關注重點。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為閣下呈獻瑞信的超級趨勢：
憤怒的社會—多極世界、基礎設施—填補缺口、科技以服務人
類爲為本、銀髮經濟—把握人口老化的投資機會及千禧世代的價
值觀，是我們預期在未來數年至關重要且有望提供投資機會的長
期主題。

「超級趨勢」是瑞信投資策略及研究部通力協作的成果。我希望
您從中能獲得具啓發性和有用的資料。

Nannette Hechler-Fayd’herbe博士
瑞信投資策略及研究部主管

立足現在，展望未來

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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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社會—	
多極世界

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情況每況愈下，	
加上對政府的期望落空或政府未能	
實際處理社會當前的問題，導致中產
階級選民大失所望，要求變革。因此，
掌權的政府積極制定出更傾向於支持
國內經濟、推動本地就業和解決西方
中產階級問題的政策。



簡介

多年來的超級全球化有助紓緩國家	
之間的不平等情況，但卻令國內的	
不平等問題每況愈下，導致社會覺醒，	
並推動了不少西方國家的政治變革。
展望未來，我們預期會出現一段以	
支持國內消費者以及將經濟增長重新
分配到國內就業率高企的行業為主調
的經濟政策時期。這可能會促使焦點
轉移至國家龍頭企業和品牌、國防和
安保及新興市場消費者，我們認為	
這些領域是未來數年的投資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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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感到失望的西方中產階級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不平等情況加劇，但國與國之間
的不平等問題並沒那麽明顯，而國內的不平等情況卻非常顯著，
特別是發達國家。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為應對金融危機而採取的
財政緊縮和超寬鬆貨幣政策的經濟政策組合，被證明對西方中
產階級極為不利。經濟衰退導致的勞動力市場狀況欠佳、失業率
居高不下及收入停滯不前，更因ì 超級全球化和顛覆性技術而
惡化。上述因素導致很多中產家庭在金融危機後的財務狀況長期
低迷。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富有的1%家庭同時期的財富卻
大幅增加，導致西方中產階級普遍認為爲他們在過去八年的損失
最嚴重。

ì 關鍵詞參見章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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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述中產階級對政府當局顯然無能力處理主要問題（比如
看似無法控制的移民問題及恐怖主義興起）感到越來越不滿。 
這導致發達世界的公民鼓動促進政治變革，而其結果日益明顯。
在英國，大多數選民投票贊成退出歐盟，而很多選民認為歐盟已
經分崩離析。在美國，選民選出了一個誓要打破政治傳統的政治
門外漢當總統。在歐元區，人們大力支持已經準備好解決現有經
濟和社會問題的政治領袖。新當選的政府擁有強大的民意授權，
並且有望兌現其競選承諾。因此，未來四到七年，在發達市場， 
政府可能會推出多項旨在安撫西方中產階級的經濟政策措施。

1971 2015

60.8%

39.2%

49.9%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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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西方中產階級而言的重要問題
中產階級高度重視安全和保障，不論是工作保障或僅僅是個人 
安全。因此，我們認為新任政府將設法通過創造就業機會、加
薪，以及對被視為削減就業職位的行業可能作出規管或徵稅來
振興國內經濟。這些新政府可能會致力於重振中產階級的繁榮
與富裕、投資於國家安全和國防及刺激私人消費。投資者可預期
受益於有關政策的行業和公司的銷售額、收入和市場估值將實
現增長。

1.3		關注國家龍頭企業和品牌
在上述背景下，國家龍頭企業步入了我們的視線。這些企業是軟
性重商主義措施的對象，比如政府對在國內建廠予以獎勵，若企
業將生產外包則製造輿論壓力，若企業在國內投資則降低或暫停
徵收企業稅。這些大型公司本身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應，政治家們
可借此推動他們的施政方針。國家龍頭企業在本國市場進一步
僱用大量工人。這可減少保護主義措施對它們的影響，並降低企
業對全球一體化生產流程的依賴。最後，國家龍頭企業通常符合
其祖國的戰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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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情況下，具有策略重要性的行業有望爲為低技術工人（西方
社會中「被遺忘的」一群）創造就業職位。有關行業包括一般製造
業、建築業、電訊設備業和資訊科技製造業。第二個重要群體包括
僱用大部分國內勞動力的汽車或飛機製造商。「購買國貨」舉措的
受惠者可能來自材料行業以及零售和批發行業。考慮到歐洲大陸
的人口趨勢，歐洲的醫療保健業未來將爲為受過更好教育的年輕工
人創造就業崗位。此外，根據ìNSHSS	Scholar	2016年千禧一
代職業調查，該行業被千禧一代視爲為首選僱主。

與此同時，國家品牌是國家龍頭企業的延伸。這些品牌舉世公認、
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知名度，且與國家龍頭企業緊密聯繫。因此，它
們擁有多元化的收入來源和忠誠的客戶群，即使價格被保護主義
措施推高仍傾向於堅持選擇有關品牌。國家品牌至關重要，因為爲
它們受益於政治遊說，可擴大其全球影響力。大多數國家品牌都
來自消費行業。

投資者要點參見章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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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聚焦安保和國防
政治家們自然重視國防企業，因為爲它們是政府爲為國防合同所劃撥
資金的主要受惠者。增加國防開支的第二個誘因不僅是在國內創
造就業職位。隨著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和軍事大國之間的緊張
關係加劇，權力平衡繼續發生變化。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爲為佔主
導地位的軍事超級大國，而歐洲的北約成員國則不斷進行大規
模的解除軍備措施，世界因而享受了30多年「美國主導的世界秩
序」（Pax Americana）。因此，歐洲的北約成員國如今的國防開支
僅佔GDP的1.5%，相比之下美國為爲3.6%，中國爲為2.1%，而俄羅斯
為爲4.5%。作爲為邁向更多極世界的一部分，近年來，各地區大國希
望在它們認為爲具有戰略或政治重要性的地區增加軍事影響力的
意願越來越堅定。例如，新一屆美國政府提出了以下建議：

1. 增加美國國防開支。根據美國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第一份預算草案，國防開支預計將在2018年增加
523億美元，增幅爲為10%，幾乎相等於俄羅斯整年的國防預
算。建議增加的國防開支大部分用於飛機採購（+ 11.6%）、 
陸軍常規武器系統（坦克、卡車等），以及新武器系統的研究
和開發。額外的資金已被指定用於打擊ISIS。 

2. 美國能源部國家核能安全管理局（NNSA）增加14億美元或
11.3%的財政預算。NNSA負責管理美國的核武庫。額外資金
將用於研究、開發以及延長現有核彈頭的壽命。 

3. 向北約盟國進一步施壓以達到北約的目標，即國防開支佔
GDP的2%或以上，以及裝備支出佔國防開支的2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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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國防部和能源部的NNSA擬議的預算擴張，主要針對打
擊恐怖主義，尤其是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反恐行動。這不僅
需要採購飛機、直升機和無人機，而且還需要加強對研究和
開發以及ì網絡安全的關注。

在歐洲，北約的指導方針要求國防開支至少佔GDP的2%。在 
歐洲最大的北約成員國中，目前只有英國和波蘭達標。德國、 
加拿大和西班牙的國防支出尤其偏低，通常約佔GDP的1%到
1.5%之間。德國和法國，這兩個需要增加國防開支，並已承諾提
高其國防預算以符合北約目標的國家，則約佔北約全部國防開支
的5%。這兩個國家提高國防支出預計會帶動歐洲國防公司的 
盈利上升。

4%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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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預期科技會更廣泛用於民用安保領域。就這一點而言，城市
安全、交通安全，以及保護健康和人命安全是首要目標。因此，我
們預期國土安全技術市場將迅速增長。爆炸物檢測、基礎設施保
護和公共場所的監視是無人機、機械人和人工智能算法等IT硬件和
軟件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經顯著改進的半導體和物聯網（IoT）
的擴展為保護社會免受新的安全威脅提供了新的方法。根據研究
和諮詢公司MarketsandMarkets的數據，到2020年，信息安全市場
的規模將從目前的700億美元增至1700億美元。

1.5		加強對新興市場消費者的關注
由於新興市場（EM）是超級全球化時代的最大受益者，人們常常
認為，新興市場在更趨多極化的世界將備受考驗。然而，新興市場
並不像人們預料的那樣受到國際貿易的影響。儘管韓國和阿根廷
等國家的出口佔GDP的50%以上（類似於瑞士），但在大多數新興
市場國家，出口僅佔GDP的三分之一或以下。此外，新興市場擁有
強勁的國內經濟增長推動因素：它們的本國消費者。事實上，許多
新興市場國家正處於發展階段，它們可轉型成為更以消費者和服
務主導的經濟體。中國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預期新興市場
消費者將成為未來政策關注的焦點。

瑞信多年來一直研究新興市場消費者的發展情況。我們最新的 
新興市場消費者調查得出以下結論：

1. 改善消費者信心：消費者的回應顯示，人們對個人財務狀況、 
進行大規模購買的可能性以及對通脹前景的看法更為爲樂觀。
亞洲經濟體目前處於改善個人財務狀況的最佳時機。印度、印
尼和中國在各項情緒指標方面均告領先。上述趨勢亦可見於巴
西、南非和俄羅斯等大宗商品出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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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必需開支增加：有關趨勢已見於汽車銷售中，汽車銷售年
增長率超過了20%。調查結果顯示，非必需開支的前景依然
樂觀，消費意願在假期、時尚產品和個人護理產品等類別中
最為強勁。假期的消費意願尤其強烈，但主要集中在國內旅
遊方面。	

3. 隨著美元走強，消費者紛紛轉向國內品牌：美國經濟持續擴
張了近8年，美聯儲已開始收緊貨幣政策，令美元飽受升值壓
力，並對大宗商品價格造成下跌壓力。大宗商品是許多新興
經濟體的主要出口商品。因此，新興市場的貿易條件已趨向惡
化。因此，國產商品正變得更具吸引力。全國消費者龍頭企業
可能受惠於上述趨勢。例如，印度消費者對國產汽車品牌的
偏好越來越強烈。國內品牌的優勢不僅僅是可靠度不斷上升
和價格下降的結果，同時也是監管的成果。例如，在巴西， 
藥品市場由國內企業主導，除其他因素外，還得益於嚴格的
監管條規保障了市場免受進口產品影響。 

4. 追求更健康的生活及互聯網日趨普及：日益富裕的生活方式
以及人口結構轉變令人們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今年的受訪
消費者在護膚、優質食品和運動服飾方面的消費意願強烈，
而對於煙草和酒精等有損健康的產品的消費意欲下降似乎也
是一個普遍的趨勢。此外，消費者使用互聯網的人數增加。 
在巴西，91%的受訪者有使用互聯網。57%的低收入消費者去
年有使用互聯網，而2012年僅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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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千禧一代在內的年輕人有使用互聯網的機會明顯較大 
 （圖3）。此外，當今近三分之一的消費者曾進行網購，與2011
年相比，網購人數增加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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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摘要
我們認爲為上文第一個超級趨勢的主要受惠者包括：
• 工業化國家的製造業、建築業、電信設備業和資訊科技製造業

生產商以及歐洲的材料、零售和批發行業以及醫療保健公司
• 飛機生產商、傳統和新型武器系統供應商、網絡安全公司、 

監控系統和數據管理公司以及歐洲國防公司
• 新興市場國內旅遊和度假供應商、部分國內汽車、製藥和消費

品牌以及電商公司、國際時尚、個人保健、優質食品和運動 
服飾公司

欲瞭解詳情，請聯絡您的瑞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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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超級全球化在技術創新
的帶動下，全球經濟體系 
正在迅速演變成全面整合的
單一市場。

ì  NSHSS職業興趣調查	
匯總了13,000多名高中生、
大學生及年輕專業人士在 
職業選擇、僱主、工作環境、
通訊、教育目標和重要全球
性問題方面的意見。

ì  網絡安全是指保護電腦
系統免遭盜竊，或電腦系統
的硬件、軟件或資料免遭破
壞，以及保護電腦系統所提
供的服務免遭干擾或誤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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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	
填補缺口

新基礎設施計劃的全球浪潮已引起	
投資者的關注。從印度到美國，政府已
將注意力轉向基礎設施開支，以此作為
刺激國內經濟增長的方法。隨著基礎
設施開支計劃的發展，我們的注意力
逐漸從過去曾成為不少政府首要目標
的交通運輸基礎設施，轉向了水資源、
能源以及可負擔住房，在此，我們為	
投資者分析及審視有關的商機。



簡介

與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的政治意願一
樣，基礎設施開支的需求清晰明瞭。
投資者也似乎樂於向基礎設施開支分
配資金。然而，投資者若希望從上述	
機會中受惠也爲爲絕非易事。我們繼續維
持與基礎設施開支有關的股票名單，	
但由於交通運輸基礎設施開支的首批
直接受惠者的股值出現過份樂觀的盈
利增長預期，我們遂將注意力轉投居
住和能源基礎設施，視其為爲下一個受
惠者。投資者可考慮直接參與基礎設
施項目或投資基礎設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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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理想的經濟政策工具
2016年8月，我們指出我們認為基礎設施將是獲得資本市場更 
大關注的投資主題。理由是非傳統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正在減弱，
市場愈發認為需要採取更強勁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才能走出
全球經濟的陰霾。因此，建議客戶考慮在投資組合中增持基礎設
施似乎是明智之舉。畢竟，基礎設施投資通常會創造就業職位。
此外，它們是強勁的經濟乘數效應因素，有助於提升生產力。 
全球多處地方的實際利率依然為負數，這種情況對於投資基礎 
設施項目較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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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投資者的風險承擔以及對非流動性的容忍程度，涉足基礎
設施投資有多種途徑。對於私人投資者而言，最直接的方法是關
注可受益於針對基礎設施的政策的行業和公司，根據公司的基本
面進行篩選，並投資那些經挑選具吸引力的股票。這種策略行之
有效。近月，特朗普政府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計劃令基礎設施股
票大幅增長。自去年8月以來，我們主動管理的精選個股（其業務
盈利涉及基礎設施開支）已上漲18%（按美元計）。

我們認爲為投資於上市的基礎設施股票依然具有吸引力，在此也提
醒投資者，美國僅在全球趨勢中發揮輕微作用。舉例說，中國每
年的基礎設施開支約爲為爲9萬億人民幣（1.3萬億美元）。然而，目前
涉足基礎設施開支的大部分股票的估值在很大程度上已反映其
增長潛力，進一步投資需要有所側重。因此，讓我們來看看各種
基礎設施開支的增長潛力，尤其是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可負擔居
住和能源基礎設施。我們認爲爲為直接參與商業基礎設施項目，對於
退休基金等長期機構投資者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然而，鑑於若
干風險及挑戰，掌握專業知識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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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交通運輸基礎設施
大部分基礎設施計劃均視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為首要目標。發達
國家著眼於道路維修，而新興經濟體則忙於擴建道路、鐵路、港
口和機場基礎設施。德國聯邦交通和數字基礎設施部已採納一
項計劃，擬於2030年前在道路、橋樑、鐵路和水路的建造和現代
化方面投入2900億歐元。美國國會在奧巴馬總統的領導下通過
了斥資3000億美元的“FAST”法案，用於道路和交通運輸基礎設
施，目前美國已在使用有關開支。美國政府亦已進一步批准一項
涉及2010億美元的地方開支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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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國會正洽談額外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開支。亞洲國
家亦在大幅增加相關投資。以中國為例，該國計劃在2018年前建
造2830公里長的新鐵路路軌，並在未來五年間建造30000公里
長的道路。

上述的基礎設施計劃需要大量的鋼鐵、水泥、工業金屬和建造材
料，以及施工所需的工程服務、規劃和工業設備。我們相信交通
運輸基礎設施和建造項目的材料供應商是早期的受益者。而大型
水泥和骨料生產商的業務很可能因高速公路建造開支而得到大幅
提振，而鋼鐵公司應可受惠於港口、橋樑和鐵路的建造活動。同
時，建造設備和部件供應商及工程公司也能從中受益。

進行投資時，我們認為必需同時聚焦由下而上的基本面及定量分
析，以發掘在各行各業和不同國家中回報潛力較高的公司。因此，
我們利用ì瑞信的HOLT估值方法論的專業知識以及基本面股
票研究分析師的觀點，以研究並確定哪些公司的業務涉足日益擴
大的終端市場需求且其金融市場估值並未反映相關商機。

ì 關鍵詞和投資者摘要參見章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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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資源和能源基礎設施
由於規管環境影響標準等新條規更聚焦於潔淨能源，能源業近
年經歷重大轉型。根據 ì 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數據，未來十
年全球在新能源發電容量方面的投資將達到4.4萬億美元左右， 
其中亞洲的2.3萬億美元將主要投資於可再生能源。增加使用可
再生能源將帶動對改善電網基礎設施和聯網方面的開支，並為
蓄電池帶來商機。例如，歐洲委員會旨在通過整合歐盟的可再生
能源資源，以連接歐洲的能源網絡，加強能源供應的安全性及
為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歐洲委員會為截至2020年的泛歐洲能
源基礎設施項目撥款54億歐元。同時，估計擁有世界油氣資源
達10%的非洲，為石油業提供了重大發展潛力，但開採工作依然
相對不足。根據彭博的分析，未來十年的420億美元潛在投資將
帶動每日煉油能力增加170萬桶。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行政指
令，以推動斥資37億美元的Keystone XL和Dakota輸油管道工程
的施工。由於需求增加、產能瓶頸以及設備老齡化，美國的能源
基礎設施正逐漸獲得更多的投資金額。然而，美國土木工程師學
會（ASCE）估計，若要滿足全國截至2025年的能源基礎設施需
求，還需要再投放1770億美元才能填補資金的嚴重缺口。我們認
為，特朗普政府放寬對能源業的管制，將成為未來推動能源開支
的重要催化劑。

水資源是另一項關鍵的基礎設施資源。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
組織的資料，就行業而論，農業仍然是水資源最大的消費者

（69%），其次是工業（19%）和市政機構（12%）。全球人口增長
令水資源衛生及稀缺問題不斷惡化。根據經合組織的資料，到了
2050年，在受到供水不足嚴重影響的地區生活的人數很可能會 
上升至40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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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水供應令全球面臨嚴峻挑戰，但也可被視作重大的投資機
會。我們認爲為，公用事業公司及政府機構將日益被要求興建可持
續的水資源基礎設施。例如，中國目前計劃在水資源基礎設施方
面投資3,300億美元。同時，根據ASCE的資料，美國更新老化和
漏水的管道系統，以及滿足飲用水基礎設施的需求，在未來25年
將至少需要1萬億美元。

我們認爲為天然氣和電力公用事業、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輸配
電管道和智能電網是該領域相關開支的主要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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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可負擔住屋
目前，公共房屋是尚未得到投資者足夠關注的進一步發展需求。
可負擔住屋通常指中低收入群的居住需要。在許多經濟體中， 
財政上的可負擔能力是指住屋成本不超過家庭收入的30%至
40%。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將住屋可負擔性定義為ì房價中位數除 
以家庭收入中位數而得出的函數。中位數倍數達3以上的任何 
住屋市場均被界定為爲不可負擔，不可負擔可分為中等程度至極度
的無法負擔。

根據Demographia 2017年國際住房可負擔能力調查，共有三個 
達極度無法負擔程度的主要住房市場，其中位數倍數為5.1或 
以上，其中包括中位數倍數為18.1的中國（香港）、新西蘭（10.0） 
和澳大利亞（6.6）。達嚴重無法負擔評級的主要住房市場包括
平均中位數倍數為4.1的日本、英國（4.5）、加拿大（4.7）、愛爾蘭

（4.7）和新加坡（4.8）。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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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浪潮令上述問題不斷惡化，估計目前全球有54.5%的人口
居住在城市。根據聯合國的資料，截至2030年城市人口比例預計
增加至60%。城市過度擠迫導致房價上升，令中低收入人士無法
負擔住房。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的資料，如果當前趨勢
持續，到2025年，居住在不安全和居住面積不足，或財政捉襟見
肘的家庭數目可能達到4.4億（或16億人）。為解決問題，僅投資
建屋就需要9萬億到11萬億美元。再加上土地成本，總市值估計將
高達16萬億美元。低收入住房單位的最大市場將會是中國、印度、
俄羅斯、巴西和尼日利亞。

各國政府已紛紛採取行動。英國已經宣佈投資23億英鎊的住房
基礎設施資金，計劃用以將土地開發成住房用地，並另外宣佈投
資14億英鎊用以建造可負擔住房。加拿大已投入116億美元用於
未來十年的可負擔住房，而澳大利亞計劃每年在可負擔和社會住
房上花費近110億美元。同時，印度政府推出了“全民住房”計劃，
計劃在2022年前在城市範圍建造2200萬所廉價住房。但是可負
擔性的差距太大，僅政府補助和收入支持並不足以填補有關缺
口，還需要從市場入手。

建造可負擔住屋最強有力的手段是降低土地和建築成本。沿著 
公共交通網絡發展大城市外圍的衛星城市，土地成本可以減少
50％以上。在這背景下，與政府機構合作開發土地的私人發展商
和地方鐵路運輸系統製造商將從中受益。據業界專家預估，全面
採納生產力措施，如採用建築資訊模型（BIM）軟件工具和預製件
的高效採購可以節省30％以上的生產力。而率先採用這些新技
術的建築、工程和施工（AEC）公司最有機會捕捉市場對可負擔住
屋的龐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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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替代建築材料也可大大減省建房成本。麥肯錫全球研究 
院於2014年發佈的一份有關可負擔住房挑戰的報告指出，以 
印度為例，建築商使用燃煤發電廠的廢產物—飛灰製成的磚塊
替代水泥。

此外，以較低成本經營和維護房地產對可負擔住屋意義重大。提
高能源效益已被證明可以大幅度降低每年的住屋成本，而多國政
府正為爲翻新住屋提供補貼。建築業方面，提供絕緣材料、窗戶以
及高效供暖和空調系統的公司料可受益於此長期趨勢。

最後，提供可負擔住屋貸款是令住屋變得可負擔的第三個方法。
這通常涉及抵押貸款人（通常是地方銀行）與二級資本市場的 
聯繫。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設立了金融中介機構（有時是
國家房貸公司或獨立機構），從銀行購買貸款並向投資者發行債
務證券（擔保債券）。透過抵押債務證券化，投資者可以較低的
風險獲得相關資產的債權。對於借款人來說，由於他們可以獲得
更廣泛及條件更優惠的資金，因此成本得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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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摘要
我們認爲為爲上文第二個超級趨勢的主要受惠者如下：
• 材料供應商、大型水泥和碎石生產商、鋼鐵公司、建築設備和

零部件供應商
• 天燃氣和電力公司、發電設施、輸配管道、智能電網、水衛生和

海水淡化設施
• 地方鐵路運輸系統、預製件生產商、低成本替代建築材料生產

商、提供絕緣材料、高效供暖和空調系統的公司
• 新興市場國家按揭貸款公司和擔保債券發行人
欲查詢詳情，請聯絡您的瑞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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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彭博新能源財經（BNEF）
是幫助能源專業人士創造機
會的研究機構。

ì  房價中位數是指在特定 
的時間內以市價出售的所有
房屋／單位的售價中點。

ì  瑞信的HOLT	提供了一整
套互動工具，幫助您做出更
有把握的投資決策：基本 
因素分析、投資理念形成、
投資組合配置和基準測試。
www.credit-suisse.com/ 
sites/hol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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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以服務人類爲為本

近年來，科技日益被人類視為爲一種威
脅，因爲為廉價的機械人、計算方法和程
式會令部分工種消失，令人才頓時變
得無用武之地。隨著有關潛在監管或
稅收的初步構思浮現，先進科技與創
新意念也會令工作場所變得更安全、
有助提高生產力，並為人們帶來更優
質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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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未來數年，科技以服務人類爲為本必將
成為爲一個重要主題。數碼化為爲創新鋪
路，互聯網平臺公司和提供虛擬實境
和擴增實境技術的企業將成為爲主要受
惠者。持續增長強勁的海量數據將爲為
網絡安全和數據垃圾管理帶來機遇。
第四次工業革命將繼續惠及大部分的
半導體和機器人供應商。健康科技、	
互聯網和人類基因組計劃將成爲為未來
醫療保健產業的投資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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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數碼化的力量
數碼化已成爲為近年隨處可見的現象之一。國際數據公司（IDC）預
計到2020年，已建立的數據將達到44萬億千兆字節。數碼化確實
顛覆了媒體、零售、出版和廣告等行業的業務，亦令某些企業和業
務模式被淘汰。然而，數碼化也擴展至如汽車、金融、保險和醫療
保健等行業，帶來更好的客戶體驗並有助於提高客戶忠誠度，同
時亦孕育了新業務，其創新潛力至少與其顛覆性一樣巨大。我們
深信數碼化還會繼續發展下去。在未來幾年，大贏家很可能是所
謂的「數碼化企業」，它們能提升規模經濟和效率，從而帶來領
先市場的銷售增長，並提高營業毛利。

投資者摘要參見章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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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平臺（IP）公司公司尤其會繼續成為爲上述趨勢的主要受 
惠者。他們不斷推陳出新，以爲爲旨在提供更丰富网爲体爲的爲构性爲变爲爲。 
我們認為爲，基於這些公司的網絡和規模以及龐大的客戶基礎，爲 
為它拓展全球業務提供重要的經營槓桿，所以這些公司應從中受
益最多。鑑於離綫廣告逐步走向在綫廣告，數碼化亦會惠及網絡	
廣告公司。此外，利用物聯網（IoT）和雲端計算來構建全新生態
系統的公司，長遠亦將有所受益。

儘管數碼化有助推動經濟成長，但它也有不被看好的一面，其
中數據盜竊是一個主要風險。因此，我們認為爲，隨著數據盜竊
宗數不斷上升，網絡安全將繼續成為爲資訊科技業務方面最具抗
逆力的支出項目之一。此外，自動儲存的數據高速增長，可能會
導致成本上升。根據Veritas的全球數據冰山報告指出，世界各地
的機構目前儲存和處理的全部資料中有52%被視為爲是價值未知
的「隱藏」數據。另有33%的數據被視為爲冗餘、過時或無關緊要
（ROT）。若置之不理，到2020年，世界各地的機構將共計需要花
費3.3萬億美元才能妥善管理好業務數據。對於那些協助企業在
數據儲存方面獲得資格認證、管理和清理服務的公司來說，這可
能是一個不斷增長的新業務領域。

對非資訊科技行業來說，數碼化亦帶來了同樣備受矚目的商機。
創新和提高營運效率的需求，將推動某些長期趨勢，如大數據、
物聯網和虛擬世界。舉例說，我們認為爲，在工業和非必需消費品
等行業如何創新以確保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方面，數字化將給這
些領域帶來一場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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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虛擬實境（VR）	/ì擴增實境（AR）、物聯網和機器人等技術
在這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商機。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有
助公司提升客戶體驗，而技術創新則為非工業（如醫療保健）和
工業行業帶來新型機器人或自動化系統。然而，創新的威力主要
視乎公司在加強數碼化投資方面的力度。宏觀經濟疲軟可能影響
資訊科技支出和對創新技術的投資，進而窒礙經濟增長。因此，
進行數碼化投資時，必須遵守嚴格的生命週期管理，並且最好採
用專人管理的投資產品。

ì 關鍵詞參見章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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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虛擬和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近年增長強勁。2016年，三星Gear VR等裝置的貨量 
達500萬部（而預期則介乎200萬至500萬部）。我們認為， 
Oculus Rift、HTC Vive和索尼PS VR等產品於2016年的總出貨 
量達800萬至1,000萬台。雖然上述數字看來穩健，但我們認為，
硬件價格下降或將促進有關技術得到更廣泛的應用。我們認為
虛擬和增強現實（VR/AR）不僅受到科技和遊戲狂熱者的追捧，
還會進軍消費者應用和製造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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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另一個應用VR/AR的有趣領域，Immersive VR、Alchemy 
VR、Curiscope等多間初創企業甚至Alphabet都進軍這個市場。VA/
AR正協助爲為教育服務供應商帶來更加豐富和互動的體驗。虛擬
世界的基本理念，是讓學生獲得沉浸式學習（immersive learning），
以更加專注和積極地參與學習活動。例如，學生可置身意大利和
當地人一起學習意大利語，或者在學習天文學時漫遊太空。

VR/AR市場的長期前景十分樂觀。我們預計，VR/AR硬件和軟件
市場的規模有機會超越目前的智能手機市場（6,000億至7,000億
美元），在2001年至2015年間的增長速度與後者相同。VR不僅對
遊戲市場造成重要影響。這個市場只是一個催化劑，成為爲未來10
到15年出現的其他應用領域的良好宣傳方式。據悉蘋果電腦目前
正研究為爲旗下的全新旗艦手機iPhone 8加入AR功能。這一點及其
他的例子印證了我們認為VR/AR主題具有長期增長潛力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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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資訊科技行業來說，
數碼化亦帶來了同樣備
受矚目的商機。創新和提
高營運效率的需求，將推
動一些長期趨勢，如大數
據、物聯網和虛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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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I)是數碼化的關鍵部分。資訊科技行業在實時收集、
分析和管理數據方面所取得的進步，使我們能夠製造出智能機
器和電腦程式，而且可以透過自我學習來解決過往需要人類智慧
才能解決的問題。

由於人工智能被視為可大幅提高生產力、降低成本及提供競爭優
勢，因此我們預期人工智能將以各種方式涉足大多數行業。根據
Statista的研究，全球人工智能的收入在2016年至2025年（估計）
以約57%的複合年增長率，增至368億美元。無人駕駛汽車、語音
識別和自然語言處理是目前備受關注的人工智能技術，亞馬遜的
Alexa或穀歌的家庭助理等產品越來越普及。雖然我們預期這些
大型公司將保持領先地位，但一些與人工智能有關的初創企業也
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生態系統，並吸引了風險投資者的濃厚興趣。

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爲專注於「技術促成者」（即提供資
訊科技解決方案／服務的產品／系統的公司，例如半導體公司等）
是最合理的，我們認爲為這些公司將成為爲首批受惠於人工智能使用
和機器學習預期增長的公司。其他的受惠者是雲端平臺供應商，
這些公司已在提供人工智能服務平臺，讓企業可自行打造定制的
人工智能解決方案。第三類技術促成者是資訊科技服務公司，它
們將受惠於不斷增長的企業需求。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IDC的資料，軟件和服務領域預計將錄得接近
一半的人工智能業務收入，主要集中在文本／媒體分析、搜尋、視
像化和導航以及認知軟件平臺等應用領域。過去10年，由於擁有
大量的客戶個人資料，金融服務和醫療保健行業成為爲了首批向人
工智能領域作出龐大投資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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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工業4.0、合作機械人和智能自動化
互聯網擴展至流動模式和物聯網，以及先進的傳感和分析技術，
帶來了新的自動化領域。這通常被稱為爲「工業4.0」或「第四次工
業革命」。根據Acatech的研究，工業4.0預期將提高製造業的效率
達6%至8%。這看來相當不俗，但並非真正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
邁向數碼商業模式，透過互聯互通使一切更加智能化（物聯網）、
利用更精密的方式分析所收集到的數據（大數據），並通過雲端
來管理及共享數據（服務互聯網—IoS）。我們預期這將爲多個領域
帶來正面影響—智能製造、智能家居、智能電網或智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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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研究和諮詢公司Gartner的一項研究，到2020年，物聯
網提供最大經濟增值的行業將會是製造業、醫療保健和金融 
行業。

上述趨趨的受益者是從事大數據和商業智能市場業務的公司以及半
導體供應商，趨些公司趨數據中心、汽車（無人駕駛）或工趨流程中的
大趨趨管理提供所需的趨理能力。其他的受益者是機器人供應商（趨趨的趨造趨趨
器人以及新的人趨互趨ì合作機器人）或工廠自動化軟件的供應商，
這些軟件可以整合數據、流程、業務系統和人員。其他趨注於維護
及使用工廠和機器的公司也有望趨中受益。其他趨趨趨掀起自趨化革命的趨
域是無人駕駛汽車、物流（通趨趨人趨或趨器人和趨趨自趨化交付系趨）和精准農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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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醫療科技和互聯網管理員
全球各地的醫療保健成本正急劇上升。市民在醫療保健方面的開
支不僅因年齡和財富增長而有所上升，更因為醫療保健在人們心
目中的重要性不斷提高而增長。在改善病人治療成果和醫療保
健支出方面，數字醫療商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可供其
使用的新工具，人們日益重視自己的健康、福祉和疾病管理。同
時，醫療服務提供者正不斷推陳出新及採用數字工具，以推動病
人獲得更佳的治療結果。隨著遠程病人監控解決方案、遠程醫療
服務以及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網站的出現日益受到關注，數字醫
療正在重新建立目前的護理標準。

就數字醫療所涵蓋的廣泛範圍來看，遠程監控將成為提供最高
增值的領域，這是因為遠程監控對於管理為醫療預算造成龐大
壓力的慢性疾病發揮著關鍵作用。例如，一項由VivifyHealth向採
用遠程監控服務的心臟衰竭患者進行的試點項目，令病人每月需
要住院的次數由三次以上減至0.4次以下，並將費用昂貴的急診
次數減少逾70%。此外，以糖尿病人為例，通過雲端連接的連續
葡萄糖監控解決方案進行的自我管理，較目前的護理標準相比，
可以大大減低出現危急病情的情況，並有助提高病人的生活 
質量。

因此，我們樂觀地認為爲，數字醫療解決方案可以在醫療保健價值
鏈（病人、醫生、護理人員、醫院和保險公司）上產生受益者。然
而，對於數字解決方案來說，適當及審慎地平衡醫生與專家所提
出的意見將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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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醫療科技和人類基因組計劃
15年前，人類基因組計劃正式結束，破解了人類的第一個完整基
因組。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估計，整個項目耗資27億美
元，並於當時表示該計劃「很可能提供諸多重大的經濟效益」。
後者所基於的信念，是得出的基礎研究成果將惠及生物技術和
製藥行業，並對人類健康產生實質性影響。事實證明，這是非常
正確的。當然，迅速下降的測序成本起到很大的幫助（見下圖）。
我們深信，現在對於生物技術公司來說是一個關鍵時刻，因為他
們有望把握住免疫治療或基因治療等方面的新興治療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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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摘要
我們認爲為，第三個超級趨勢的主要受惠者包括：
• 數碼化龍頭企業、互聯網平臺公司、網絡廣告公司、構建物聯

網的公司、雲端計算公司、數據管理和清理服務公司
• 虛擬和擴增實境公司、與人工智能有關的初創企業、半導體供

應商、資訊科技服務公司、機器人供應商、工廠自動化供應商和
維護軟件供應商、無人駕駛汽車、精准農業領域的專業公司

• 遠程病人監控解決方案供應商、健康教育和管理網站、專門研
發免疫療法和基因療法的生物技術公司

欲查詢詳情，請聯絡您的瑞士信貸顧問。



55/97科技以服務人類爲為本

3

ì  虛擬實境（VR）一般指
使用虛擬實境頭戴設備以
產生逼真的圖像、聲音和
其他感覺，務求複製真實的
環境或者創造一個虛擬環
境的電腦技術。VR還可以
模擬用戶在這個環境中的
實體存在。

ì  擴增實境（AR）指一種對
物理現實世界環境的直接或
間接觀察，當中的元素透過
電腦生成的感官資料，如聲
音、視頻、圖像或GPS數據
得到增強（或補充）。

ì  合作機器人（來自協作
型機器人）指在一個共享工
作間與人類有身體互動接
觸的機械人。這種機器人 
與其他可自行或在有限指
導下運作的機器人設計不
同（這是大部分於2010年
代製造的工業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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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經濟—	
把握人口老齡化	
的投資機會

我們預期，人口的年齡結構將發生無情
的巨大變化，並對消費品、醫療保健、房
地產和金融服務市場造成影響。我們預
計到2050年，長者人口將超過20億人，
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挑戰外，服務這些
長者人口的公司亦將獲享重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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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儘管人們對老齡化的趨勢都有一個普
遍共識，但卻未能充分領會社會構成
變化造成的深遠影響：我們預計，到
2050年將新增10億以上的長者，而撫
養比率的相關跌幅帶來嚴峻挑戰的同
時，也帶來了機遇。我們認為，投資者
在長者需求方面，比如以長者為對象
的消費品、醫療保健服務、長者住房，
以及財富管理和養老金解決方案方
面，有望獲得具有吸引力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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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人口老年化數據
人口老齡化是一種人口趨勢，通常與歐洲有關。歐洲的生育率在
過去數十年一直在下降，而且已經低於許多國家2.1的人口更替
水平。日本也存在人口老齡化問題，而由於實施獨生子女政策，
中國急速老齡化的人口也日漸備受關注。但人們對未來30年全
球人口變化潮流的認識卻較少。據估計，到2050年，全球60歲
以上的人口將由2015年的9億增加到21億。到2050年，全球的中
位數年齡將是36.1歲，而現在是29.6歲。平均壽命將每五年增加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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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至2005年期間出生的10名女性和10名男性中，有6名
女性和略高於5名的男性預計將活到80歲。與如今不同的是，據
專家估計，到2050年，80%活到60歲以上的人將居住在新興市
場。現時是由7名在職人士供養1名長者，但到2030年，屆時將只
有4.9名在職人士供養1名長者。如今48%的退休人口並無領取任
何養老金。每四個65歲以上的人當中便有一個預計無法完全退
休。80%的長者至少患有一種慢性疾病，估計75%的醫療保健開
支會用於長者身上。到2020年，60歲以上人口的消費能力將達到
15萬億美元。顯然，老齡化將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和經濟推動因
素，並將重整消費市場，同時也將改變醫療保健和房地產市場。
老齡化還將帶來重大的資金挑戰，把私人融資產品提升到一個
全新高度，因為政府資助的長者項目將無法或不足以應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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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長者的生活方式和消費
長者是全球增長最快的消費群體。與其他人口統計數據相比，長
者的收入份額不斷上升，消費能力也在不斷提高，尤其是在發達
國家。例如，在美國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人士當中，60%是嬰
兒潮時期出生的人（50歲以上），他們的平均家庭財富是25至50
歲年齡組別的三倍以上。此外，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約佔發達市
場消費支出的50%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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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者有不同的需求、目標和消費模式，因此對製造商和零售
商會造成巨大的影響。長者行動不便，大型商店和貨架上的產品 
 （要麼過高，要麼過低）都會難到他們，因此購物方便與否對他們
來說較為重要。儘管網上購物日漸普及，但長者學習使用新科技
的速度較慢，他們較喜歡在附近的小商店購物，這對食品和藥品
零售商有利。也就是說，科技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讓長者能享
受獨立的生活，因此智能家居設備和電動自行車的銷量錄得強勁
增長。

投資者摘要參見章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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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長者來說，在服裝和餐館方面的支出會隨時間而減少，他們
會把更多金錢花在休閒和旅遊方面。尤其是，郵輪公司將從中受
益，因為超過66%的需求是來自長者。博彩和賭場公司也從美國
55歲以上的人士當中賺取約65%的收入。越來越注重健康生活，
意味著維生素和膳食補充劑的銷量增長更加強勁：亞馬遜網站
的50多個類別都專注於這類產品。此外，希望外表看起來可以更
年輕，令長者願意花費更多金錢在個人護理和美容產品（特別是
抗衰老產品）方面。最後，隨著年齡漸長，視力受損亦十分普遍，
為處方眼鏡和隱形眼鏡製造商提供了龐大商機。

4.3		醫療保健福利
人口老化的另一個主要受惠者是醫療保健行業。許多ì慢性疾病
都會隨年齡增長而增加，因此長者人口比例上升與醫療保健支出
不成比例的增長有關。在長者當中經常出現的並存病（同時發生
的疾病）也加重了這種影響。美國聯邦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服務
中心估計，45至64歲年齡組別人士每年的醫療支出略低於1萬美
元。在65至84歲的年齡組別當中，醫療支出差不多高出80%，而
85歲以上人士的人均消費水平則高出超過三倍。這可能會加劇人
口結構變化對醫療支出的影響。

ì關鍵詞參見章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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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長者造成影響的常見疾病有關節炎、心臟病、癌症和認知障
礙症。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估計，在美國65歲以上的成年
人中，差不多50%的人被診斷患有關節炎。慢性病患者需要長期
服藥，因而形成一個龐大市場。2016年，主要用於治療關節炎的
TNF-alpha抑制劑的累計收入為爲420億美元。然而，由於三種著名
的TNF-alpha抑制劑的專利即將屆滿，而其他藥物類別出現了具
吸引力的治療方案，因此投資結論並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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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心臟病和癌症的普及程度較低，但卻被視為是導致長者死
亡的主要原因（見下圖）。通過藥物治療（比如降低血脂的他汀
藥物）或介入手術（比如心瓣更換手術），可以適當處理多種心臟
病。然而，儘管癌症最近取得科學上的進展，但治療結果往往強
差人意。儘管如此，鑒於對腫瘤治療的高需求未得到解決、該領域
在生物製藥研發預算方面所得到的關注，以及由此迅速增長的新
增基因組和臨床數據，將使腫瘤治療成為未來最具創新力的領域
之一。對治療阿爾茨海默氏症的高需求同樣未得到解決，這種疾
病過往的臨床研究成果令人失望。鑒於阿爾茨海默氏症相對較為
普及且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加上對ì生物技術的瞭解也越來越
深入，我們相信長遠而言，這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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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房地產—長者住屋
顯示長者人口增長和長者適宜住房需求的趨勢仍模糊不清。儘管
長者可繼續獨自生活和活得更長壽更健康，但對定制長者住房的
需求仍可能會顯著增加。

在活躍長者的生活中，住房偏好是通過選擇來界定，且提供的護
理服務水平通常較低。因此，家庭的居住環境通常會維持許多
年。隨著年齡漸長，護理的需求和水平會與住房的需求一樣發生
迅速轉變。長者住房通常以無障礙公寓為起點，這些公寓有四通
八達的公共交通，而且離醫療、餐飲、購物和娛樂設施很近。社
區內的聯誼配套也很重要。提供的輔助生活服務（如非臥床護
理、家庭援助、應急服務）有助長者獨自生活，並能推遲他們遷
往護理設施或養老院的時間。而鄰近養老院、醫院或醫療中心的
長者住房也能產生相當大的協同效應。此外，越來越多的長者生
活運營商開始經營由多個住宅單位組成的設施，讓居民 “原地養
老”。較高的預期壽命不僅增加了對這類住房的需求，還使疾病模
式從身體虛弱轉變為老年癡呆症，因為人類大腦的壽命是更常
見的限制因素。因此，未來對癡呆症設施的需求很可能會倍增。

雖然各國政府將發現，設計為長者提供保障住房的創新政策具有
挑戰性，但這可能為投資者帶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商機。在許多
國家，經濟急速增長可能會令公共部門的財政過度緊張，因此私
人企業將發揮關鍵作用。護理、看護和癡呆療養院的規模經濟和
優化過程可能會帶來前景可觀的投資機會。由於監管日趨嚴格，
特定法律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非專家們應該選擇由
專業房地產投資者或經營者管理的間接投資工具。另一個具有重
要增長潛力的領域涵蓋提供輔助生活服務的服務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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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公司受益於越來越多的家庭希望能長久地獨自生活，以及護
理成本的迅速上升激發了民眾對更高效護理系統的需求增長。有
關服務包括非臥床護理、物理治療、家庭援助和娛樂以及提供自
動化安全設備等未來可能面臨高需求的服務。在機會眾多的情況
下，產品的選擇對於成功的投資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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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長者資金
人口老齡化和人們越來越長壽很可能帶動人壽保險產品的需求
增加。我們相信實際人壽保險總保費在亞洲（後期在非洲）等普
及程度不足的地區的增幅將更大。總保費的增長很可能受終生年
金帶動，且在若干地區，終生年金是唯一獲准的退休方案。

在社會保障福利並不足夠的國家，人們越來越長壽可能增加對預
防性私人儲蓄以及流動資產的需求，以支付退休後的自費健康開
支。因此，我們預期人壽保險公司將不斷增加儲蓄方面的所謂與
單位信託有關的產品，並更加關注保障產品，尤其是健康保險。

在大部分發達國家，符合資格的個人在達到退休年齡後可獲得公
共退休金福利。有關計劃由政府管理，且政府承擔相應成本和風
險。大部分計劃按照預繳方式進行，其中僱傭相關出資額用於爲為
當前退休金提供資金。人口老化很可能使公共退休金開支增加，
再加上ì撫養比率下降，令政府財政預算承受壓力。若要維持公
共退休金系統，可提高退休年齡，這將帶來更多的儲蓄並增加（
保本型）金融產品的需求。

人口老齡化和低利率正對退休福利水平和企業養老金施壓。因
此，從養老金固定受益計劃（集體承擔風險）到固定繳款養老計
劃（個人承擔風險）的轉型計劃將持續進行。該轉型目前在美國
和英國進展順利，並且我們預計大宗交易的市場將擴大，其中保
險公司將承擔大型公司的養老金計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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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們不再依賴公共和企業養老金計劃，我們預計家庭將為退
休不斷增加私人儲蓄，以致未來的部分養老金收入將來自積累的
資產和儲蓄。這將觸發人們對更複雜投資產品的需求，從而能夠
在個人一生的時間內引導及轉換有關資產。隨著人們轉向固定繳
款養老計劃，將為爲構建退休計劃／產品和資產負債管理方面的輔
助諮詢服務帶來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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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摘要
我們認爲為上文第四個超級趨勢的主要受惠者如下：
• 網購設施、開設細小鄰近商店的食品和藥物零售商、智能家居

設備生產商、電動自行車、休閒和旅遊公司、遊戲和賭博公司、
維他命和膳食補充劑生產商、個人保健和美容產品供應商、處
方眼鏡和隱形眼鏡製造商

• 降脂他汀類藥物生產商、心瓣更換供應商、腫瘤藥物和生物技
術專家

• 輔助生活服務、長者住屋運營商、抗癡呆設備、非臥床護理和
物理治療供應商、家庭輔助和娛樂供應商、自動化安全設備製
造商

• 提供人壽保險產品和終生年金的保險公司
欲查詢詳情，請聯繫您的瑞信顧問。



71/97銀髮經濟—把握人口老化的投資機會

4

ì  慢性疾病，如心臟病、 
中風、癌症、慢性呼吸道疾
病和糖尿病是現時全球的 
主要死因，佔死亡人數的
60%。上述是造成貧窮問題
的隱形流行病，卻未能得到
足夠關注，且阻礙了眾多國
家的經濟發展。與普遍看法
相反的是，80%的慢性疾病
相關死亡是出現在中低收入
的國家。

ì  生物技術指操縱生物有
機體或其組分，以生產有用
及通常具有商業性的產品，
如新藥。

ì  撫養比率：工作人口（20
至64歲）與退休人口（65歲
以上）比率的粗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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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世代的價值觀

全球50%的人口不到30歲，他們是我
們所指的千禧世代，而這一代人的價值
觀已成為了規範。作為緊密互聯和真正
全球化的一代，他們自覺肩負集體責任，
關心社會，並會付諸行動。數字原生代
（digital	natives）與前代人的心態和所
關注的事情並不一樣，他們也重視一個
有意識、充滿經歷且以樂趣為主導的生
活方式。



簡介

千禧一代是歷史上人數最多的一代人，
他們很快便會長大成為投資者。可持續
性、潔淨能源、具影響力的投資對千禧
一代至關重要，並且在未來數年將愈發
重要。作為數字原生代，千禧一代正在
顛覆傳統的模式並重新界定消費，千禧
一代的品牌也隨之出現。微型公寓正在
發展，並將成為對千禧一代和投資者具
有吸引力的住房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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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千禧一代的獨有特徵
全球50%人口不到30歲，而這一代人的價值觀已成為了規範。“千
禧一代”一詞（或“Y世代”）指19至34歲的人士，“Z世代” 指不到19
歲的人士。我們將上述人士簡稱為“千禧一代”。有許多機構已開
展有關該代人行為趨勢的研究。千禧一代表現出獨有的特徵（參
見圖1）。此外，他們是歷史上人數最多的一代人之一。他們具有
影響力且很快便會長大成為投資者。瑞信專注於千禧世代價值
觀相關的投資主題，以配合他們的需求和投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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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可持續性業務和投資
千禧一代是最具有可持續性意識的一代。由尼爾森或德勤近期
進行的研究顯示，千禧一代願意為被視為可持續的公司或肩負社
會或環境責任的公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付出更多金錢。千禧一
代是迅速擴大的消費者市場，他們透過其產品選擇影響公司的
成功。在投資時，他們側重符合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標準的
公司。

投資者摘要參見章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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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服裝行業常常因為違反人權和不環保的生產方法而遭到
媒體的負面報道。當今，因為需要更多的食物來供養日益增加
的人口且我們面臨從水資源缺乏到除草劑抗藥性等各類環境挑
戰，食品和飲料行業正引領其他行業，以協助設定可持續的農業
標準。制衣業方面，全球各大品牌已同意加強監管供應其商品的
工廠環境，但仍然需要更高的透明度。監察時裝業的困難在於其
供應鏈會定期遷往新地方且供應商會啟用未經批准的外包商。

汽車行業已全面接納電動車（EV）的發展趨勢。根據當今專家估
計，在下一個十年伊始，電動車滲透率將升至兩位數（從2015年
的不到1%）。根據美國消費者聯盟對電動車展開的第二次年度調
查，36%的受訪者有意購買電動車。年輕人（18至34歲）表現出最
大的興趣，並且半數的受訪者會考慮購買一輛電動車。

瑞信對所分析的大部分公司的ESG分數保持高度的透明度。我們
採用國際認可的ESG評級供應商（MSCIESG），確保我們本身以
及我們的投資者能及時掌握我們所投資的公司的環境（碳排放、
能源效益、水稀缺）、社會（人權、勞工標準、多樣性）及管治（企
業治理、管理層薪酬、貪污和不穩定）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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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潔淨能源
千禧一代主要擔憂的問題之一是氣候變化和全球暖化。人為全球
暖化背後的主因是使用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以及
來自工業流程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GHG)的排放。為了紓緩或
甚至逆轉全球暖化的趨勢，“潔淨科技”應運而生，如可再生能源、
電動車或智能建築以及聚焦能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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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一代擔憂環境的未來並感到對此肩負責任。因此，根據美國
德勤進行的一項研究，千禧一代對因開發可再生能源而收取電
費附加費的支持度最高，亦在意料之中。此外，由於他們習慣受
惠於ì共享經濟，因此他們對社區太陽能亦表現出最大的興趣。
可再生能源涵蓋眾多不同的技術：生物能源、太陽能、地熱能、水
能、海洋能以及風能。根據2017年BP能源展望，2015年可再生能
源（不包括水能）約佔全球發電量的7%，但是在2035年將躍升
至20%左右，即發電量增長的40%。強勁的增長主要得益於成本
下跌；雖然太陽能成本下降的速度較慢，但由於風力渦輪機效能
提升，風電成本預計將大幅下降。然而，由於對景觀和野生鳥類
造成的影響，風電亦備受爭議。

在未來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更高（且不可預測性更低）的能源系
統中，儲能是關鍵。當前有多種儲能種類：固態電池、流體電池、
飛輪、壓縮空氣儲能、蓄熱器和抽蓄水力。我們認為固態電池領
域具有重大商機，尤其是鋰離子電池。全球能源存儲能力目前大
約為2000兆瓦，並且預計在2020年將增至約30000兆瓦。電動車
是電池需求的另一驅動因素。基於電池的前景可觀，目前已有計
劃興建12個新的電池超級工廠，使2020年的電池製造能力可達
到目前的三倍。

ì關鍵詞參見章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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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社會企業和影響力投資
千禧一代願意支持在產生財務收益的同時可以對社會及／或環境
產生積極影響力的公司。影響力投資是指向該類公司投資資金，
而該類公司大部分屬私人公司。在教育、住房、取得融資、農業和
自然保育等方面面臨緊迫社會挑戰的領域會湧現出社會企業。學
生、微型企業家以及小型農場的農夫是該等公司的最終受益者。
大部分調查確認，千禧一代熱衷於影響力投資。其他人則決定以
社會企業為事業，在基金會或社會投資基金中效力。

瑞信具備ì微額信貸方面的專長，並且與該領域的著名公司建立
了合作關係。向微型企業家提供資金是瑞信企業驅動的文化和歷
史的核心。我們對聯繫財富金字塔頂端與底端人士所做出的貢獻
引以為爲榮。我們的擴展影響力投資解決方案爲為整合具有更大影響
力的投資提供不同方法。

未來數十年，嬰兒潮世代將把數以萬億計的資產轉移給他們千禧
一代的繼承人，而鑒於千禧一代的社會參與趨勢，預計影響力投
資將大幅增加。這將成為促進全球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的強有
力推動因素。但是，若想要成功使用該筆資產，微型企業家需不
斷發掘機會，以建立能夠善用影響力資本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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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數字原生代期待「觸手可得」的體驗
Y世代和Z世代在受科技進步推動的時代長大。他們精於科技，掌
握即時資訊，並保持緊密聯繫。他們深知，這給予他們改變和影
響世界的能力：世界對他們而言觸手可得。

就消費而言，千禧一代偏愛科技品牌。

• 千禧一代的生活與社交媒體密不可分。他們通過即時短信和
互聯網評論相互交流。社交媒體網站擁有數十億用戶。過去5
年，社交媒體營銷對企業聯繫他們的受眾並建立品牌意識變得
極其重要。

• 千禧一代在信息垂手可得的環境下長大。他們現在對貨品的期
望亦一樣，希望能夠垂手可得。他們幾乎每天瀏覽互聯網，尋
找可以購買的物品。電商發展迅猛，今年全球的電商很可能從
傳統零售中掠取10%的份額。幾乎所有的零售類別均受到影
響。傳統零售商被迫作出反應，亦提供電商服務，以及重新打
造商店組合，與亞馬遜等對手競爭，對他們而言，頂線增長比
利潤率更加重要：這是一個競爭愈發激烈的環境，許多公司被
迫出局。對電商而言，成功的關鍵因素包括通過制定有吸引力
的貨運、交付和退貨政策而產生社交媒體影響力、擁有充實內
容以及提供便利。當今，餐飲業也在不斷演變，客戶不再想排
隊購買食品或飲料，因此餐飲業推行了訂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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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快樂、健康和休閒的生活方式與消費品牌
千禧一代大部分畢業於金融危機期間並且相比前代人而言擁有
更少的資源，因此對價格比較敏感。也因此，他們繼續同父母生
活在一起，以便能有更多金錢可自由使用，在花錢時他們側重於
滿足欲望以及生活方式的選擇。他們注重生活體驗，而非消費 
或累積商品，這有助他們與朋友、社區和世界各地人士建立良好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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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飲食是千禧一代的一種生活方式選擇。雖然他們偏愛廉價
食物並且希望方便快捷，但是他們也願意為新鮮和健康的食物
付出金錢，且願意花時間尋求美食。素食主義在他們當中大行其
道：社交媒體對此發揮了重要作用，將素食宣傳為健康且尊重環
境和動物的飲食方式。售賣特產的商人（售賣有機、民族風味食
物、新鮮、素食產品）受惠於上述趨勢，上述類別食物佔據了更多
貨架，而傳統零售商一直在奮力抵抗。品牌加工食品製造商和啤
酒公司正在失去市場份額，而規模較小的品牌悄然興起。為此，大
型公司也開始並購該等規模較小的品牌。

千禧一代是重視體驗的活躍一代，。他們尋求冒險及刺激，這促
使他們選擇新的健身形式。參加訓練營和馬拉松變得盛行，而由
於千禧一代希望健身也能成為社交活動，帶動智能手機健身應
用程式逐漸搶佔了市場份額。因此，運動商品零售商、運動品牌
和讓千禧一代可與朋友分享健身進度的監察運動進度裝置的設
備製造商從中獲益。廉價健身中心也在崛起。

千禧一代相比前代人更重視快樂。舉例說，透過手機設備進行的
互動型遊戲是發展最爲為迅猛的遊戲市場，其規模已在過去10年增
長兩倍。根據ìNewzoo於2016年進行的研究，手機遊戲目前擁
有369億美元的市場規模，超越了數字遊戲主機市場。千禧一代
在工作中追求快樂與變化，因此社交媒體也是千禧一代極大的快
樂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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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千禧一代中佔據一席之地的品牌是能夠帶動千禧一
代主動參與品牌故事的品牌。因此，代表服裝、科技、零售和若干
消費品的品牌自然成為了千禧一代最喜愛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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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千禧一代住屋
千禧一代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時間較他們之前的X世代明顯較
長。其原因包括更長的求學時間、增加的教育成本、較高的房地
產價格以及時下全球各地的旅行生活方式。因此，在過去的較長
時間，千禧一代在住房市場的佔有率不足。然而，隨著他們不斷
長大，這一代人對於住房的需求日益增大。

千禧一代的住房需求不同於前代。單身生活住房等其他住房形式
反映了千禧一代的需求和價值觀，且正變得日益普遍。在許多情
況中，單身生活不再是離家獨立和成家立室之間的暫時性階段。
而且，在一個越來越個性化的社會，這是一項有意識的選擇。個
人化和流動性社會對戀愛關係也產生了影響。許多戀愛中的人，
甚至是長期伴侶，都沒有與伴侶生活在一起，而寧願選擇住在單
身公寓中。

單身家庭的崛起，加上市中心人煙稠密及生活成本高企，導致住
房需求轉變成小型住宅。節省空間的技術發展（數碼化、共享經
濟）以及越來越多樣化的上門服務（清潔、伙食等）已令小型物業
更加受到歡迎。20至30平米的微型公寓通過提升空間的使用效
率，解決了空間狹小的問題。通過提供屋頂露臺、共用廚房、遊樂
場地以及洗衣房等公享空間，這些成功的居住理念擴大了有限的
私人空間。

對投資者而言，在租房價格偏高且居住空間有限的城市之中，微
型公寓是具有吸引力的住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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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摘要
我們認爲為上文第五個超級趨勢的主要受惠者包括：
• 按行業劃分ESG評級最高的公司爲為電動汽車製造商、可再生能

源供應商、能源儲存供應商，尤其是固態電池製造商
• 微額信貸和影響力投資
• 千禧一代品牌、社交媒體網站、千禧一代電商龍頭公司、有機

食品、民族風味、新鮮素食、小型食品和飲料品牌專營銷售商、
運動品零售商和製造商、監控健身進展的設備製造商、廉價健
身中心、利用流動設備進行的互動遊戲

• 發展商集中發展設有公用空間的微型公寓
欲查詢詳情，請聯絡您的瑞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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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共享經濟是一個涵蓋性
術語，具有多種含義，通常用
於描述涉及在綫交易的經濟
和社會活動。該詞現在有時
候被更廣泛地用來描述透過
在綫市場進行的任何銷售交
易，甚至是企業對企業而非
個人對個人的交易。

ì  微額信貸是一種爲為無法
獲得銀行和相關融資服務
的企業家和小型企業提供
的金融服務。

ì  Newzoo是一家領先的
市場情報供應商，涵蓋全
球遊戲和應用程式數據、
市場規模估計，以及預測
及定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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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警告
每項投資都涉及風險，尤其是與價值和回報波動有關的風險。如果投資以您的基礎貨
幣以外的貨幣計值，匯率變動可能對價值、價格或收益產生不利影響。

對於本報告中所提及的證券的投資風險的論述，請參閱下述互聯網鏈接：https://
research.credit-suisse.com/riskdisclosure

本報告可能包含涉及特殊風險的投資資料。您應在根據本報告做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或
針對本報告內容的任何必要解釋，尋求您的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進一步資料亦載於
瑞士銀行家協會提供的《證券交易特殊風險》（Special Risks in Securities Trading）資
料手冊。

本報告所述的任何證券或金融工具的價格、價值和收益可跌可升。證券和金融工具的
價值受即期或遠期利率和匯率變化、經濟指標、任何發行人或參考發行人的財務狀況
等方面影響，而前述各項可能對有關證券或金融工具的收益或價格產生有利或不利影
響。由於購買證券或金融工具，您可能因爲為市場價格或其他財務指標等的波動招致損
失或超過本金的損失。價值受貨幣波動影響的證券（比如美國存股證）的投資者實際
上承擔該風險。

經紀交易的傭金費率將按照瑞信與投資者議定的費率確定。就瑞信與投資者之間按買
賣雙方直接交易基礎進行的交易而言，買入價或賣出價將爲為代價總額。按買賣雙方直
接交易基礎進行的交易（包括場外衍生工具交易）將按買入／買盤價或賣出價／發盤價
報價，在此情況下可能存在差異或價差。與交易有關的更改將在交易前根據相關法律
法規議定。請在購買前細閱合約前文件等文件，瞭解相關證券或金融工具的風險和傭
金說明等內容。

結構性證券爲為複雜票據，通常涉及高風險，且擬僅出售予能夠瞭解和承擔所涉風險的
成熟投資者。任何結構性證券的市值可能受經濟、金融和政治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即
期和遠期利率和匯率）變化、到期時間、市場狀況和波動性以及任何發行人或參考發
行人的信貸質素影響。任何有興趣購買結構性產品的投資者都應自行調查和分析產品，
並且針對做出購買決定所涉及的風險諮詢自己的專業顧問。

本報告所述的某些投資具有高波動性。在高波動性投資變現時，該投資的價值可能急
劇和大幅下跌，造成損失。這些損失可能等於您的初始投資。實際上，某些投資的潛
在損失可能超過初始投資金額，在這些情況下，您可能需要支付更多資金來彌補有關
損失。投資的收益率可能波動，因此做出投資所支付的初始資本可能被用作該收益率 
的一部分。某些投資可能無法立即變現，而且這些投資可能難以出售或變現，同樣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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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難以獲得與投資價值或有關投資所面臨的風險有關的可靠資料。如有任何問題，
請聯絡您的客戶經理。

過往業績並不代表未來業績。業績可能受傭金、費用或其他收費及匯率波動影響。

敏感性
敏感性分析可理解為爲對一種金融工具的市值（即價格）因風險因素及／或模型假設的
特定變化而變動的分析。具體而言，任何金融工具的市值可能受經濟、金融和政治因素

（包括但不限於即期和遠期利率和匯率）變化、到期時間、市場狀況和波動性以及任何
發行人或參考發行人的信貸質素影響。

金融市場風險
歷史回報和金融市場情境並非未來表現的保證。所述投資的價格和價值及可能累積的
任何收益可能會下跌、上升或波動。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引。如果投資以您的基
礎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匯率變動可能對價值、價格或收益產生不利影響。您應該諮
詢您認為爲必要的顧問，以協助您做出有關決定。

投資可能沒有公開市場或只有受限制的二級市場。若存在二級市場，則不可能預測投
資將會在市場上交易的價格，或者該市場是否具有流動性。

新興市場
如果本報告涉及新興市場，您應瞭解，在新興市場國家註冊成立或總部設於或主要在
新興市場國家開展業務的發行人和債務人的投資和各類投資交易、與該等發行人和債
務人有關或掛鉤的投資和各類投資交易存在不確定性和相關風險。與新興市場國家有
關的投資可能被視為爲具有投機性，其價格將比世界上更發達國家的價格更具波動性。
投資於新興市場投資應該僅由下述成熟投資者或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做出：擁有相關
市場的獨立知識、能夠考慮和權衡有關投資所帶來的各種風險，以及擁有必要財務資
源可承擔有關投資的重大投資損失風險。您有責任管理因參與新興市場投資和您的投
資組合中的資產配置而引起的風險。您應就投資於新興市場投資時要考慮的各種風險
和因素，向您自己的顧問尋求意見。

另類投資
對沖基金不受適用於受規管的認可集體投資的多項投資者保護規例所規限，且對沖基
金經理人基本上不受規管。對沖基金不局限於任何特定投資紀律或交易策略，並且尋
求通過使用槓桿、衍生工具及可能增加投資損失風險的複雜的投機性投資策略，在各
類市場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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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交易具有高風險，可能不適合很多私人投資者。因市場走勢可能造成巨大的
損失，甚至可能虧損全部資金。

房地產投資者面臨流動性、外匯和其他風險，包括週期性風險、租金和本地市場風險，
以及環境風險和法律狀況的變化。

利率和信貸風險
債券價值的保留取決於發行人及／或擔保人（如適用）的借貸能力，而該借貸能力在債
券期限內可能會有所變化。若債券的發行人及／或擔保人違約，債券或其產生的任何
收益不獲保證，您可能無法收回任何初始投資額，或者所獲回報少於初始投資額。

披露
本報告（投資策略師的供稿除外）所述的資料和觀點由瑞信國際財富管理分部的研究
部門於編寫之日提供，且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由於評估標準不同，本報告中就特
定證券表達的觀點可能與投資銀行分部的瑞信研究部門的意見和觀點不同或不一致。

瑞信概不就因使用本報告所示材料而造成的損失承擔法律責任，但在適用於瑞信的特
定法規或規例下產生的法律責任的範圍內，本免責條款並不適用。閣下不得依賴本報
告並以此取代獨立判斷。瑞信可能已經且將來可能會就本證券發表交易理念。交易理
念是基於市場事件和刺激因素的短期交易機會，而公司建議反映基於6至12個月期間
的預期總回報（定義見披露章節）的投資建議。由於交易理念和公司建議反映不同的
假設和分析方法，所以交易理念可能有別於公司建議。此外，瑞信可能已經且將來可能
會發表與本報告所示資料不一致及得出不同於本報告結論的其他報告。這些報告反映
編制報告的分析師的不同假設、觀點和分析方法，瑞信概無義務確保提醒本報告的任
何接收者注意有關其他報告。

分析師證明
本報告中所指明的分析師特此證明，本報告中所述的與公司及其證券有關的觀點準確
反映他們對所有標的公司和證券的個人觀點。分析師還證明，他們的任何薪酬未曾、
並非或不會直接或間接地與本報告的特定建議或觀點有關。

本報告中所述的知識流程外包（KPO）分析師受僱於Credit Suisse Business Analytics 
(India) Private Limited。

重要披露
瑞信奉行的政策是基於可能對本報告所述研究觀點或意見有重要影響的標的公司、行
業或市場的發展，按照其認爲為合適的頻率發布並更新研究報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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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奉行的政策是只發布公正、獨立、明確、公平和不具誤導性的投資研究。

所有員工都有義務遵守的瑞信行爲為守則可在下述網站查看： 
http://www.credit-suisse.com/governance/en/code_of_conduct.html

欲瞭解更多詳情，請參閱有關金融研究獨立性的資料，其載於： 
https://www.credit-suisse.com/legal/pb_research/independence_en.pdf

負責編制本研究報告的分析師所獲得的薪酬根據多種因素而定，其中包括瑞信的總收
入，而部分總收入乃由瑞信投資銀行業務產生。

額外披露
英國：欲瞭解關於Credit Suisse (UK) Limited and 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Europe)  
Limited客戶的固定收益披露資料，請致電+41 443333399。

印度：請瀏覽http://www.credit-suisse.com/in/researchdisclosure，瞭解2014年《印
度證券及交易委員會（研究分析師）條例》(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Research Analysts) Regulations, 2014)要求的額外披露。

全球免責聲明／重要資料
若在任何地方、州、國家或其他司法管轄區分發、發布、提供或使用本報告可能違反法
律或法規，或者可能使瑞信在有關司法管轄區內受任何註冊或許可要求規限，則本報
告不得針對或擬向屬前述任何地方、州、國家或其他司法管轄區公民或居民或居住在
前述地方、州、國家或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任何人士或實體分發，或者供該等人士或實體
使用。

凡在本報告中提述瑞信包括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士銀行）、其附屬公司和
聯營公司。欲瞭解有關本公司結構的更多資料，請使用下述鏈接：http://www.credit-
suisse.com/

非分銷、招攬或投資建議：本報告作參考和說明之用，僅供您個人使用。本報告並非
購買或出售任何證券或其他金融工具之招攬、要約或建議。包括事實、意見或引用在
內的任何信息可能經過精簡或概括，且為爲撰寫本文當日之信息。本報告所載信息僅作爲
為一般市場評論而提供，不構成任何形式的受監管財務建議或法律、稅務或其他受監
管服務，且並未考慮任何人士的財務目標、狀況或需求（做出任何投資決策之前的必
要考慮因素）。在根據本報告做出任何投資決策之前或對其內容獲取任何必要的解釋
時，您應尋求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無論您何時獲取或使用有關信息，本報告僅旨在
提供撰寫本文當日瑞信的觀察評論和觀點。本報告所載觀察評論和觀點可能與瑞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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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部門的觀察評論和觀點有所不同，並可隨時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且無義務更新。瑞
信並無義務確保向您通知此類更新信息。預測和估計：過往表現不應被視為爲未來表現
的指示或保證，且對於未來的表現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陳述或保證。就本報告所載
關於未來表現的陳述而言，該等陳述屬前瞻性的並受諸多風險和不確定性限制。除非
有任何相反說明，所有圖形均未經審核。本報告所提及的所有估值均遵守瑞信估值政
策和程序。衝突：瑞信保留糾正本報告中可能出現的任何錯誤的權利。瑞信、其聯營公
司和／或其員工可能持有或擁有所提及的任何證券或其期權或對該證券或期權擁有其
他重大權益或進行有關交易或其他相關投資，並可能不時增加或處置該等投資。在過
去12個月內，瑞信可能正提供或已經提供與本報告中列出的投資有關或與所提及的任
何公司或發行人有關的投資的重大意見。本報告所提及的若干投資將由單一實體或瑞
信的聯營公司提供或瑞信可能是該等投資的唯一做市商。參與許多與本報告所提及的
公司有關的業務。這些業務包括專業交易、風險套利、莊家活動和其他自營交易。瑞信
屬與發行人簽訂的提供投資公司服務有關的協議的訂約方。稅項：本報告所載內容並
不構成投資、法律、會計或稅務建議。瑞信不就投資的稅務後果提供建議，建議您聯
絡獨立的稅務顧問。稅務水平和依據取決於個人情況，並可隨時更改。資料來源：本報
告所提供的信息和意見均獲取自或源自瑞信認為爲可靠的來源，但瑞信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不作任何陳述。瑞信對使用本報告所造成的損失概不負責。網站：本報告可能提
供網站的網址或載有其超鏈接。除報告所引用的瑞信網站的資料外，瑞信並未對鏈接
網站進行審核且對其中所載內容概不負責。該等地址或超鏈接（包括瑞信自己網站資
料的地址或超鏈接）僅供您方便使用，且鏈接網站的信息和內容不以任何方式構成本
報告的一部分。通過本報告或瑞信網站訪問該網站或使用此類鏈接的風險將由您自行 
承擔。

研究報告的分發
除本 報告另有規定外，本 報告由瑞士信 貸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編制與發行。瑞士
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瑞士銀行，獲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授權並由
其監管。澳大利亞：本報告由僅瑞士信 貸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悉尼分行（C SSB） 

（ABN17061700712AFSL226896）向“批發”客戶（由《2001年公司法》第761G條界
定）於澳大利亞分發。CSSB並不保證本報告所提及的任何金融產品的表現，也不就
其表現做出任何擔保。奧地利：本報告由CREDITSUISSE(LUXEMBOURG)S.A.奧地
利分行分發。該行為CREDIT SUISSE (LUXEMBOURG) S.A.的分行；CREDIT SUISSE 
(LUXEMBOURG) S.A.為盧森堡大公國正式授權的信貸機構，位於5, rueJeanMonnet, 
L-2180Luxemburg。另外，該銀行還受盧森堡監管機構—盧森堡金融監管委員會

（CSSF）（位於110, route d’Arlon, L-2991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以及奧地利監管機構—金融市場監管局（FMA）（位於Otto-Wagner Platz 5, A-1090 
Vienna）的審慎監管。巴林：本報告由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林分行分發；瑞士
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林分行獲巴林中央銀行（CBB）授權為第二類投資公司並受
其監管，其位於Level 22, EastTower, Bahrain World Trade Centre, Manama, Kingdom of 
Bahrain。迪拜：本報告由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迪拜國際金融中心分行）分發；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迪拜國際金融中心分行）獲迪拜金融服務局（「DFSA」）
正式許可並受其監管。有關金融服務或產品僅供專業客戶或市場交易對手（由DFSA界
定）使用，並不適用於任何其他人士。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迪拜國際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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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位於9 East, The Gate Building, DIFC,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法國：本報
告由瑞士信貸資產管理基金控股公司（盧森堡）法國分行分發，該分行獲法國金融審
慎監管局（ACPR）授權為投資服務提供商。瑞士信貸資產管理基金控股公司（盧森堡）
法國分行受法國金融審慎監管局和法國金融市場管理局監督和管理。德國：本報告由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國）分發；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國）獲德國
聯邦金融監管局（BaFin）授權並受其監管。根西島：本報告由Credit Suisse (Channel 
Islands) Limited分發；Credit Suisse (Channel Islands) Limited屬依據15197於根西島
註冊的獨立法律實體，其註冊地址為Helvetia Court, Les Echelons, South Esplanade, 
StPeter Port, Guernsey。Credit Suisse (Channel Islands) Limited由瑞士信貸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受根西金融服務委員會監管。閣下可索取最新經審計帳目副本。
香港：本報告由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於香港發行；瑞士信貸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屬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的授權機構，並屬《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監管的註冊機構。印度：本報告由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India) 
Private Limited（CIN號碼：U67120MH1996PTC104392）分發；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India) Private Limited作為研究分析師（註冊號：INH000001030）、投資組合經理（註 
冊號：INP000002478）和股票經紀人（註冊號：INB230970637；INF230970637； 
INB010970631；INF010970631）受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其註冊地址為9th 
Floor, Ceejay House, Dr.A.B.Road, Worli, Mumbai–18, India，電話：+91-2267773777。 
意大利：本報告由Credit Suisse (Italy) S.p.A.（為根據意大利法律註冊成立的銀行，受
意大利銀行和意大利全國公司及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督和管制）以及瑞士信貸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一家獲授權於意大利提供銀行和金融服務的瑞士銀行）於意大利分發。
日本：本報告僅由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Japan) Limited於日本分發；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Japan) Limited屬金融工具交易商和日本關東財務局（Kinsho）理事長（編
號：66）以及日本證券業協會、日本金融期貨業協會、日本投資顧問業協會和2類金
融工具公司協會成員。Credit Suisse Securities (Japan) Limited不會將本報告分發或轉
發至日本境外。澤西島：本報告僅由Credit Suisse (Channel Islands) Limited澤西分行分
發；Credit Suisse (Channel Islands) Limited澤西分行就其開展投資業務受澤西金融服務
委員監管。Credit Suisse (Channel Islands) Limited澤西分行於澤西島的地址為：Trade 
Wind House, 22 Esplanade, St Helier, Jersey JE4 5WU.黎巴嫩：本報告由Credit Suisse 
(Lebanon) Finance SAL（“CSLF”）分發；Credit Suisse (Lebanon) Finance SAL為於 
黎巴嫩組織成立的金融機構，受黎巴嫩中央銀行(“CBL”)監管，金融機構許可證號為 
42。Credit Suisse (Lebanon) Finance SAL受黎巴嫩中央銀行法律法規以及黎巴嫩資本市
場管理局（“CMA”）法律和決策的規管。CSLF屬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並隸屬於瑞士信貸集團（瑞信）。CMA對本報告所載信息的內容（包括該等信息的準
確性或完整性）不承擔任何責任。本報告內容由發行人、其董事和其他人士（例如經其
同意將其意見納入本報告的專家）負責。CMA也並未評估有關投資對任何特定投資者
或投資者類型的適用性。投資金融市場可能涉及高度複雜性和高風險，可能不適合所
有投資者。CSLF對該投資的適合性進行的評估將根據投資者向CSLF提供的信息並依
照瑞信內部政策和流程進行。據瞭解，瑞信和／或CSLF提供的所有通訊和文檔均使用
英文。接受對本產品的投資，表明投資者確認其對使用英語並無異議。盧森堡：本報告
由Credit Suisse (Luxembourg) S.A.（一家盧森堡銀行）分發，該銀行由盧森堡金融監管
委員會（CSSF）授權及監管。卡塔爾：本信息由Credit Suisse (Qatar) L.L.C分發，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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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卡塔爾金融中心管理局（QFCRA）根據卡塔爾金融中心（QFC）第00005號文件進行
授權及監管。所有有關金融產品或服務僅可被商業客戶或市場交易對手（定義見卡塔
爾金融中心管理局（AFCRA）規章制度）獲取，上述商業客戶或市場交易對手包括下列
幾類人士：擁有一百萬美元以上流動資產、列入商業客戶的人士，及具有參與該等產品
及／或服務所需的充分金融知識、經驗及理解力的人士。沙特阿拉伯：除非有關人士根
據《投資基金條例》獲得批准，否則本文件不可在該王國內傳播。Credit Suisse Saudi 
Arabia爲為本文件中所包含信息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已進行所有合理調查，
據其所知及所信，並無遺漏可能導致本文件中的任何陳述具有誤導性的任何其他事
實。該資本市場當局不就本文件內容負任何責任，亦不就其準確性或完整性做任何陳
述，且明確表示不就本文件的任何部分所引起的或因依賴本文件的任何部分所招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新加坡：本報告的編制和發行僅用於向新加坡機構投資者、
認可投資者和專家投資者（定義見《財務顧問條例》）進行分發，同時亦由瑞士信貸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向海外投資者（定義見《財務顧問條例》）分發。瑞士信貸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可依照《財務顧問條例》第32C條下的安排分發其海外
實體或聯營公司編制的報告。新加坡接收者可就因本報告引起或與之相關的事宜致電 
+65-6212-2000聯絡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若您屬機構投資者、認
可投資者、專家投資者或海外投資者，則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加坡分行可就
其可能為爲您提供的任何財務顧問服務免於遵守《財務顧問法案》（新加坡法第110章， 
 「FAA」）及《財務顧問條例》以及據其發行的有關通知和指南下的若干合規要求。西班
牙：本報告由西班牙央行根據註冊號1460的文件授權的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班牙分行於西班牙境內分發。土耳其：本文件內所載的投資信息、評論及推薦不屬
投資諮詢活動範圍之內。本投資諮詢服務由獲授權機構在考慮各人士的風險及回報偏
好的前提下，以定制方式向各人士提供。但本文件中所包含的評論和建議屬一般性質。
因此，這些推薦可能不適合您的財務狀況，或者風險和收益偏好。因此，僅依賴本文
件所提供信息做出投資決策可能不會實現符合您預期的結果。本報告由Credit Suisse 
Istanbul Menkul Degerler Anonim Sirketi進行分發，該公司由土耳其資本市場委員會監
管，註冊地址位於Yildirim Oguz Goker Caddesi, Maya Plaza 10th Floor Akatlar, Besik- 
tas/Istanbul-Turkey。阿聯酋：本文件及其中所包含信息不構成、亦無意構成於阿拉伯
聯合酋長國的證券公開發售，因此亦不應做此類解讀。本服務僅爲為阿聯酋境內(a)願意
並有能力對此類服務中的投資所涉風險進行獨立研究的有限數量的成熟投資者，及
(b)按其具體要求提供。本服務未經過阿聯酋中央銀行、證券與商品署、或阿聯酋任何
其他有關許可證簽發部門或政府機構審批、許可或登記。本文件僅供指定的收件人使
用，且不得向其他人士提供或出示（收件人就此所認定的員工、代理或顧問除外）。不
得在阿聯酋達成任何交易。英國：本材料由Credit Suisse (UK)發行。Credit Suisse (UK) 
Limited由審慎監管局授權並受金融行為監管局和審慎監管局監管。金融行為監管局
及／或審慎監管局為散戶所提供的保護不適用於英國以外的人士所提供的投資或服務，
且若該投資發行人未能履行其義務，亦無法獲得金融服務補償計劃。在英國境內流傳
且可在英國造成影響的範圍內，本文件構成經Credit Suisse (UK) Limited批准的財務
推廣，Credit Suisse (UK) Limited就其在英國的投資業務獲審慎監管局授權，並受金融
行為監管局和審慎監管局監管。Credit Suisse (UK) Limited的註冊地址位於Five Cabot 
Square, London, E144QR。請注意，英國2000年金融服務與市場法中有關散戶保護的
規則對您並不適用，且“合格申索人”可根據英國金融服務補償計劃獲得的任何潛在補
償對您亦不適用。稅務處理取決於各客戶的個人情況，且未來可能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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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本報告及其副本均不得在美國境內或對任何美國人士（美國1933年證券法（修
正）S條例所賦予的含義）發送或分發，或在美國境內由任何美國人士獲取。

未經瑞信書面同意，不得對本報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進行複製。
©2017年瑞士信貸集團及／或其聯營公司版權所有。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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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供香港專業投資者和新加坡認可投資者使用。不可轉發。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分公司
萊佛士連道一號
五樓二號
新加坡郵遞區號039393

credit-suisse.com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香港九龍
柯士甸道西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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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