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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与瑞士：成就面临挑战 

中国和瑞士经济发展大致是被「景气周期」所带动。一个由消费带动的景气周期是由移

民、不动产市场的蓬勃发展、不断下滑的商品价格以及低利率所创造，使得瑞士国内经

济几乎不受海外各种危机、甚至是瑞郎大幅度升值的影响。然而，时至今日，瑞士经济

成长率经常性超越邻近国家的情况可能已经结束了（请见图表 1）。瑞郎升值的冲击，

正在伤害瑞士的出口产业，且某些景气周期驱动因素正在显示出逐渐减缓的趋势：首先，

当前自住房屋价格的成长力道逊于四年前蓬勃成长期间，此等情况尤其因压抑房价通货

膨胀情况的几项措施所导致；第二，移民人数已经达到高峰，部分原因来自于就业机会

成长率减缓。因此，瑞士经济成长率似乎将开始呈现整体减缓的趋势。然而，我们认为

瑞士不太可能出现长期的经济衰退。因为在通缩（或陷入经济衰退）威胁的情况下，瑞

士央行（SNB）应该会改为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该等政策在瑞士央行打破欧元/瑞郎

汇率上限规定时，曾经严重紧缩。具体而言，瑞士央行将会增加负利率的幅度或干预利

率市场。 

 

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放缓，但是中国央行正采取大量措施刺激经济再增长。除降

息以外，预计中国央行还将出台各种定向刺激措施。但是，尽管近期有点动荡，中国经

济增长速度依然可能远高于大部分其他国家（见图2）。中国也凭借超过10%的GDP年增长

率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由于2000年之后的双位数增长率是由超级经济周

期驱动，未来的增长趋势似乎不能根据同一标准来预测。这一景气周期的其中一个主要

驱动因素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另外，在新千年伊始克服了全球经济

危机，这场危机最后并未带来巨大伤害，发达国家采取的极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几年时

间内带来了巨大的国外需求。此外，中国的主权债负担较低，因此中国能够在全球金融

危机期间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最后，中国经历了国外资本流入和充满活力的国内借贷

增长所带来的地产价格上升。中国最近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大概是政府为增强金融稳定

性而采取的措施，但是这些举措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 

  

图1 图2 

瑞士承受危机的能力比其他国家还要高 中国经济增长较为迟缓，但依然较其他国家最具活力 

按指数调整，Q1 2007=100 真实GDP增长率百分比（%） 

资料来源：Datastream，瑞信 资料来源：Datastream，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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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与瑞士之间活跃的贸易 

中国与瑞士的贸易伙伴关系能使两国高度受益。例如，瑞士对中国所出口商品的GDP弹性

远高于瑞士对其他国家/地区所出口商品的GDP弹性。过去十年的经验显示，如果中国的

经济产出增加1%，中国对瑞士商品的需求则增加3.4%（香港：3.1%）。因此，瑞士对中

国所出口商品的GDP弹性远高于瑞士对欧元区（2.7%）、美国（2.2%）和英国（1.9%）。

当中国经济提高时，对高品质瑞士产品的需求的需求将呈现不成比例的增加。另外，瑞

士与中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几乎不存在汇率问题：用来衡量需求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的汇

率弹性几乎为零，因此无足轻重（计算中剔除瑞士对中国出口量由于大型项目而激增的

两年）。也就是说中国人对瑞士产品的整体需求不太可能受到瑞郎升值的影响，当然由

于产品不同，有异汇率所导致的价格影响也将对部分产品带来劣势。 

 

中国经济稳健增长和高GDP弹性，尽管起点相对较低，但是过去十年中国对瑞士出口增长

作出巨大贡献。图3通过瑞士出口的棱镜来看世界，国家和地区的面积大小对应其对瑞士

出口增长的贡献。尽管中国仅占瑞士出口总量的8%，但过去十年中国对瑞士出口增长的

贡献几乎与美国相等，仅略低于德国和英国。 

 

此外，瑞士与中国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14年7月1日生效，这势必将进一步强化

两国的贸易关系。瑞士是欧洲大陆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这一综合贸易协定的国家。即便是

欧盟或美国所享受的贸易便利性都远远无法与之匹敌。据瑞士对外贸易协会（前身为瑞

士贸易促进局，OSEC）估计，到2028年，瑞士向中国出口或许能节省大约58亿瑞郎的关

税。 

 

瑞士对中国出口十分依赖于

经济活动 

中国对瑞士出口增长的贡献

排在第四位...... 

......更多的出口刺激措施

愈行愈近 

图3 

从瑞士出口增长角度绘制的世界地图 

表面积等于2004-2014年期间的平均增长贡献 

资料来源：瑞士海关总署，瑞信 

Investment Strategy & Research 

Renminbi – Renminbi Hub Switzerland 5

2 Dynamic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witzerland 

China and Switzerland are major trade partners that can benefit each other disproportionately. 
For instance, the GDP elasticity of Swiss export goods to China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GDP 
elasticity of Swiss exports to other destinations. Experience from the last ten years shows that if 
China’s economic output increases by 1%, China’s demand for Swiss goods increases by 3.4% 
(Hong Kong: 3.1%). The GDP elasticity of Swiss exports to China is thus much higher than the 
respective figures for the Eurozone (2.7%), the USA (2.2%) and the UK (1.9%). Demand for 
high-quality Swiss products evidently is rising disproportionately strongly as prosperity in China 
increases. Moreover, there are practically no exchange-rate problems in direct trade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China: the exchange-rate elasticity, which measures the sensitivity of demand 
to changes in the exchange rate, stands practically at zero and is thus insignificant (when we 
strip out of the calculation two years in which exports from Switzerland to China rocketed due to 
large-scale projects). This means that overall Chinese demand for Swiss products is unlikely to 
suffer measurably as a result of the strong Swiss franc, though of course price disadvantages 
caused by the exchange rate can definitely be of great consequence depending on the product. 
 
Thanks to China’s robust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high GDP elasticity, China’s contributions to 
Swiss export growth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have been tremendous, despite the comparatively 
low starting point. Figure 3 depicts the world through the lens of Swiss exports, with the size of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flecting their contributions to Switzerland’s export growth. Although 
only around 8% of Swiss exports go to China,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China’s contribution to 
Switzerland’s export growth has been almost just as large as the USA’s contribution and only 
sligh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Germany and the UK. 
 
Moreover,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China that went into effect on 
July 1, 2014, looks destined to further intensify trade relations. Switzerland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continental Europe to sign such a comprehensive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Neither the 
European Union nor the USA can count on even remotely similar trade facilitations. Switzerland 
Global Enterprise (formerly OSEC) estimates the potential customs duty savings on Swiss ex-
ports to China at approximately CHF 5.8 billion by 2028. 

 

Swiss exports to China 
depend heavily on econom-
ic activity 

China is the fourth-largest 
contributor to Swiss export 
growth... 

...and further export stimu-
lus is looming 

Figure 3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wiss export growth 
Surface area equates to the average growth contribution for the 2004–2014 period 

Source: Swiss Customs Administration, Credit Su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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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品贸易和直接投资体现两国合作

瑞士进口的中国产品 瑞士从中国主要进口工业产品 

 中国和香港向瑞士出口商品，十亿瑞郎  

瑞士进口量的8%来自于中国（包括香港）。在2014年，

瑞士向中国进口了价值约140亿瑞郎的产品，并表现出上

升趋势。首先进口并且进口最多的是机械、电子和冶金

（MEM）行业产品，体现出中国对瑞士工业在进口方面的

重要性。其他关键领域为纺织、服装、制表产品和化学

产品。除去进口机械、电子和冶金等大宗商品以外，近

几年来珠宝进口金额持续上升。 

 资料来源：瑞士海关总署、瑞信 

 

瑞士出口往中国产品 药物和钟表为瑞士出口主力军 

 瑞士向中国和香港出口商品，十亿瑞郎  

瑞士出口量的近8%进入中国（包括香港）。也就是说，2

014年出口产品总价值接近160亿瑞郎。瑞士主要向中国

大陆出口机械、电子和冶金工业产品和医药产品，向香

港主要出口钟表和珠宝产品。近年来增长最大的是医药

和珠宝产业。另一个增长较大的行业是服务业，主要为

银行、保险、物流、产品和质检以及企业咨询服务。 

 

 资料来源：瑞士海关总署、瑞信 

 

进出口差额 波动，但是偏向贸易盈余 

 百万瑞郎 

瑞士对中国（包括香港）的贸易顺差指瑞士对中国的出

口额高于进口。瑞士是世界上少数对中国拥有贸易顺差

的国家之一。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产生巨额贸易逆差。虽

然不可能判断出口盈余会否对宏观经济带来好处，。但

是如果两国存在贸易不平衡的情况，则可以假设两国间

的资本流动等于贸易差异，不过这些资本也可能透过其

他国家间接流入（例如，投资）。 

 资料来源：瑞士海关总署、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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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FDI） 香港、中国和瑞士位列世界前十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十亿瑞郎）；占2013年GDP百分比 

截至2013年底，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大约为23万亿瑞

郎，其中大部分处于西方工业国家，以美国为首（4.5万

亿瑞郎），英国（1.4万亿瑞郎）和香港（1.3万亿瑞

郎）紧随其后。中国排在第五位，瑞士则排名第十。若

将中国和香港的FDI金额合计，则将取代英国成为第二。

如果比较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各国GDP的关系，则瑞士FD

I百分比远远高于美国或英国。以此角度来看FDI，香港

是所有其他国家中比率最高的，但是如果将香港与中国

合并起来看，其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百分比会陡然

下降。 

 资料来源：UNCTAD、Datastream，瑞信 

 

瑞士直接对外投资 瑞士依然主要投资于欧洲 

 瑞士国外直接投资，十亿瑞郎 

瑞士还是深受欢迎的跨国公司国际/区域总部所在地。有

十三家财富500强公司位于瑞士，瑞士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大型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瑞士的资本主要流回欧盟国

家；其FDI几乎半数留在欧洲大陆。据FDI流量的分析显

示，文化相近和税项是投资行为的主要决定要素。另一

个关键解释要素是市场规模或市场潜力。这也是过去五

年时间瑞士在中国（包括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加

倍至将近240亿瑞郎的原因。 

 资料来源：瑞士海关总署、瑞信 

 

瑞士公司海外员工人数 瑞士直接投资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 

 就业数量 

尽管瑞士在中国（包括香港）的FDI比率依然很小，但是

每投入一瑞郎所创造的工作数量则显著较高。瑞士企业

在中国的员工总数超过20万，等于瑞士在国外所有企业

员工总人数的大约10%。雇佣增长率也非常高：2008年员

工人数最多只有现在的一半。另外，外商直接投资资金

流和雇佣关系还涉及无数的辅助供应商和就业和大量金

融交易。 

 资料来源：瑞士海关总署、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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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开放 

沪港通于2014年11月17日正式启动。新机制允许中国内地和香港投资者可以在法定额度

下在对方股票市场上进行股票交易。港交所也表示，预计之后将启动深港通。这些机制

是朝向资本市场自由化迈出的步伐，有助于加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和中国门户的

地位。深港通机制伴随的潜在影响是，释放巨大跨境组合资金流并增加香港离岸人民币

流动性，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给予更多支持。在我们看来，这一措施正在试水资本账户

管制放松，便于中国市场融入全球市场。预计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MMA）将催化更

多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 

 

3月底，中国证监会还允许中国共同基金不需使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配额，通

过港股通投资港股。这一变化进一步打通了双边市场准入通道。随着国内机构投资者开

始设立新的投资香港的基金，资本市场在长期内将受到进一步支撑。 

除去7月23日公布的七月份PMI初值下跌至48.2之外，7月23日至27日之间中国并未公布主

要宏观数据，因此周一（2015年7月27日）中国A股市场大跌8.48%是由多方因素共同导

致。  概括来说，2015年6月12日，上证综合指数达到5166.35点的历史高点，到2015年

7月28日收盘时该指数为3663点。市场参与者将7月27日的大跌归因于7月9日以来股价急

速回弹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再度产生的顾虑。 瑞信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政府采取降息、

降准、放松两融规定、禁止卖空、暂停IPO和提高证金公司的融资金额等支持性政策来支

持券商，中国经济应该有所好转。瑞信股票策略师认为，与最新调整之后12个月远期市

盈率为15倍的A股市场相比，香港H股估值只有6.6倍。在今年10月份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之

前，中国政府很可能采取新的措施支持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我们认为，从基本面来看，

当前的疲软态势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吸纳高质量H股（香港）的好机会。 

 

 

同时，中国政府还声明，中国正在考虑展开沪台通计划。台湾当局则回应说首先必须就

台湾问题达成共识。台湾当局或是担心该计划可能导致早期阶段台湾股市加权指数流动

性干涸，因为资金流的北向（向上海）可能性大于南向（向台湾）可能性。还有可能是

因为台湾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2016年将举行总统大选。目前，自从学生领导社会运

动，抗议执政党国民党去年四月份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此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

陷入僵局。 

 

香港证监会（SFC）和中国证监会（CSRC）已签署内地香港互认基金（MRF）监管合作备

忘录，允许合格的内地和香港在彼此市场分销基金，并简化向散户投资者发行基金的授

权或批准程序。备忘录于2015年7月1日开始生效。基金互认还是中国资本市场逐渐但加

速开放的另一个要素。 

 

中国的存款保险机制将于2015年5月1日正式生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本国媒体

的访问中表示，随着存款保险机制的推出，银行系统可能面临更多由市场推动的竞争，

因此退出机制为金融行业的其他改革铺平道路（例如利率自由化）。我们认为中国银行

业仍需面对许多结构性的挑战（譬如：利率管制放宽、存款保险计划等），因为除市场

近期一片惨淡以外，这些改革将在中期至长期时间内对银行业的利润率带来不利影响。

政府可能放宽银行业准入门槛的做法尤其将允许更多人参与银行业将带来竞争。但是短

期内的周期性因素（包括即将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和放宽资金流动性的措施）仍将继续

支撑银行资产质量并减轻银行资产质量的压力。我们相信，短期内可推动中国银行业银

行获得进一步提升估值的关键因素将为不良贷款周期见顶（或不良资产新生成的下降）。

然而近期市场震荡或将带来不良贷款形成的风险。 

 

北京政府加大力度，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一员。

北京已明确表明，人民币现在是“自由贸易货币”并准备好加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

的确，从5年前的上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审查以来，人民币从2010年全球支

付货币阶梯上的第35位攀升至当前的第7位，并且离岸人民币可投资资产也出现可观增长。

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有助于缓冲宏观经济放缓的压力和中国央行采取更多货币宽松政策造

成的威胁。另外，中国政府声称，不会直接将人民币贬值，而是可以使用很多其他的货

币政策工具，例如逆回购、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对放缓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

进行管理。我们的策略师依然认为，未来的十二个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在控制之下

缓和的贬值至接近6.33。 

 

 

中国：达成资本市场自由化

的另一大步 

A股市场回调 

中国提出沪台通机制的构想 

2015年内地香港共同基金互

认开始生效 

中国即将推出存款保险机制 

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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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8日，中国就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常被称为“一带一路”）

的准则、框架和合作优先权和机制公布了行动计划。中国所设定的目标和优先事务呼吁

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拓宽贸易领域、金融整合和文化交流

进行密切合作并整合成一个经济区域。一带一路战略旨在沿亚欧大陆和非洲打造基础设

施路线，从而实现充满活力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的连通。据金融时报称，

此地区所结合的内陆和沿海国家和人口分别为65国和44亿人口。一带一路的主题构想是

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加强交通联系，并促进跨境双边交易，从而提高地区之间的连通性。

还有若干铁路物流终端正在规划或建造中，这正是一带一路构想的体现。 

 

在2014年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会议上，中国已承诺投入400亿美元设立丝路基

金，一带一路的这种融资方式也是该构想得以持续的重要因素。根据行动计划准则，该

项目的融资应遵循现有的国际规范，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主要角色。因此，私人资

本的参与可能需要通过公私合伙的模式进行，由跨国组织提供长期融资。中国率先开始

利用外汇储备向国有政策性银行注入资本，支持新丝路基础设施链。 

 

一带一路的目的之一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因此这一构想中的优先事务包括扩大双边货

币互换和开发亚洲债券市场等措施。这将鼓励国内和国外公司通过以本国货币或人民币

发行债券来筹集资本。另外，该项目可以视作中国已不再愿意购买更多美国国债，现在

偏爱更直接的海外投资。 

 

中国在积极部署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还提倡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截

至2015年4月15日，共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众多区域外发达欧洲国家，例如

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亚投行的目标是着眼于开发亚洲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部门。

据称亚投行将与跨国发展银行互助合作，联手补足亚洲基础设施融资缺口。 

 

虽然截稿时投票架构尚未确定，但中国初步提倡将由创始成员国共同出资1000亿美元资

本。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为使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动能持续，

亚洲地区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将需要投资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领导的亚投行

将在该地区内选择其他融资来源，并邀请参与国家在促进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中发挥更

大作用，这一目标符合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议程，还可以将过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以更好

的方式进行投资。 

 

2015年4月21日，保定天威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违约未缴息的国有企业（SOE）。该事件

引起了市场的紧张情绪，因为投资者一般认为国有企业会按时履行其付款义务。发债公

司是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的非核心全资子公司，后者是中国最大的兵工企业之一，完

全隶属于中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4月18日，私营开发商佳兆业集团成为海

外债券（美元）违约的第一家公司。这些违约事件向中国国内和海外资本市场拉响了信

用监督警报，因为投资者需要对发债公司加以鉴别，有些是财务状况良好（国内和海外）

且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的公司，有些是国有企业下属的基本面较弱的非战略型子公司。在

我们看来，这些违约事件还将导致本港与欧元债市场出现信用利差的情况。我们对中国

硬通货债券（外国个人投资者无法投资本国债券市场）的策略，是将投资重点放在BB-或

BBB-等级的发债公司，最好有国企背景，并且拥有审慎的公司治理优良记录、财务透明

度和资金流动性。  

中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 

图4 图5 

中国：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股票尚未纳入世界股指 

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 占全世界市场资本总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瑞信 资料来源：瑞信，MSCI 

中国领导亚投行填补基础设

施融资缺口 

中国出现第一家国有企业债

券和硬通货债券违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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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四月底，离岸人民币债券和CD发行总额为1300亿元，而汇丰银行的统计数字显

示，2014年同期发行金额为2480亿元。截至四月底，已发行债券和CD总额为6490亿人民

币，较2015年1月底的7000亿元下跌。大约85%的已发行证券为投资等级。这些证券按到

期日分布如下：不足一年41%；一到两年22%；两到三年19%；三到四年6%；四到五年3%；

超过五年9%。行业分布如下:CD(31%)；大中华区公司（24%）；外国金融机构（8%）；中

国金融机构（17%）；主权债（14%）；外国公司（4%）。3-5年人民币证券收益率区间为

4%-5%。离岸人民币债券的风险在于其规模通常较小，且市场流动性较差。 

人民币计价债券的潜力（通

称为“点心债”或离岸人民

币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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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瑞士已经准备好成为人民币中心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愈发繁荣，且资产管理的规模也相应增加。人民币的日益

国际化为包括瑞士在内的国际离岸人民币中心创造了大量商业机会。人民币中心是中国

货币国际交易的平台，除扮演交易作业外，也进一步发展为人民币计价金融服务的跳板。 

 

瑞士成为人民币中心的关键条件已逐渐达成或正迅速步入正轨。2014年7月，瑞士央行与

中国人民银行签订了双边货币互换额度协议，允许两国央行在1500亿人民币或210亿瑞郎

的最高限额范围内买卖人民币与瑞郎。2015年1月，双方央行签署意向书，将于瑞士为人

民币交易建立结算安排。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

QFII）试点扩大到瑞士。2015年4月，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四大行中率先向瑞士金融市场

监管局（FINMA）申请银行牌照。如果可行，中国建设银行希望最快能够从2015在苏黎世

受理人民币业务。苏黎世因此将成为中国建设银行继伦敦之后在欧洲设立的第二家分行

据点地。中国建设银行在全球拥有超过35万名员工。之后，其他中国银行将追随中国建

设银行的脚步前往瑞士。 

 

在签署双边货币互换额度协议以及中国建设银行很快即将获批成为中国在瑞士的首家清

算银行的环境下，瑞士已经将具备了成为人民币中心的必要条件。这些情况对于身为经

济与金融中心的瑞士和中国客户及许多相关层面来说，都将带来好处。假以时日，除传

统交易服务以外，还将提供其他人民币计价的业务，例如贸易融资、交易型开放式货币

市场基金或资本市场业务，以及对应的资产、财富和风险管理服务。 

 

瑞信因此欢迎并赞同中国政府与瑞士继续进行金融相关事务的交流，以及两国就整个金

融服务行业的事情进行合作。这将使瑞士的整个金融行业成为符合中国市场长远需求的

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并将成功且务实的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 

 

 

  

不断提升人民币潜能 

已经采取成为人民币中心的

关键步骤...... 

...还有更多措施即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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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兴经济体中新中产阶级的潜力 

新兴市场（EM）经济增长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中产阶级急剧膨胀的消费能力。新兴经

济体中，大约有25亿人有能力每天消费10至100美元，其人数超过了OECD国家同阶级消费

者五倍，并且我们认为他们还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 

 

在发达国家人口迅速走向老龄化的同时，新兴国家却拥有更为年轻并不断成长的消费者

人群。到2050年，日本低于65岁人群与年长公民的比率仅为5比4。在欧洲，低于65岁人

群与年长公民的比率已经为2比1。欧洲和日本需要建立新的养老金模式，并且超过退休

年龄人群的灵活就业模式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在新兴国家中，年长者与年轻人的比率

依然很低，虽然这一比率在上升，但仍然只有欧洲上世纪60年代年长/年轻人口比率的一

半。根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预计到2019年，新兴经济体中产阶级将增长30%。其中

的四分之三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年轻人群和预期的收入增长将支持经济扩张（见图6），

急需主要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并使，促进消费者支出增长。 

 

瑞信与国际市场研究公司AC尼尔森合作，对新兴经济体展开消费者年度调查。仅2014年，

我们对来自八个新兴市场国家的16000个家庭进行问卷调查。我们主要围绕四个领域进行

调查：个人财务状况、通胀预期、家庭收入发展和预计消费。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

的家庭财务状况正在改善，而俄罗斯由于卢布贬值而深受其害。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消费

者对家庭收入增长最具信心（见图7）。 

 

 

  

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消费者

支出的增长引擎 

货币贬值和通胀影响家庭收

入 

图6 图7 

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增长 家庭收入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 收入变化百分比平均预期 

资料来源：牛津经济研究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瑞信研究机构 资料来源：新兴消费者调查、瑞信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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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财富不断增长也直接增加汽车拥有量。2010年以来，中国登记车辆以每年13%的增长

率上升。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然而，由于出台了更为严格的污染控

制规定，中国的汽车市场受到影响。我们认为亚太地区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有着巨大潜力，

他们不断的提高着汽车行业的能源效率和安全。 

 

人口对流动的需求还显著体现在汽车行业之外的领域。新兴市场国家对假期的频率和时

间的要求正在提高（见图8）。该领域的增长达到每年13%。人们花钱度假的意愿在墨西

哥和印度最为强烈，而中国最近略有下降，不过从绝对值来看中国依然是最大的市场。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中国和东南亚旅游行业的增长占全球增长总额的40%。 

 

世界边远地区网络渗透率提高、消费者购买力变强以及店铺基础设施欠发达推动了新兴

经济体对电商的需求。阿里巴巴的成功可以说是其中的最佳案例。我们通过对新兴经济

体消费者的调查发现，线上购物板块出现强势增长。65%的受调查中国消费者有过网购经

验。预计亚洲的电商渗透率很快将超过西方市场的渗透率。鉴于2013年在线商品交易价

值高达4000亿美元，亚太地区势必于2017年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相比之下，eMarketer

的专家预测，到2017年，美国在线销售只将从4300亿美元上升至6600亿美元。 

 

网络商务的风潮正在席卷所有行业，无论是缺乏基础设施还是出于时间和便利性的原因。

可以高效率的在网络上进行营销并能安全运送至买家手中的产品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另外，做电商意味着进入新市场时具有相对较高的成本效益，在向新兴经济体消费者推

销的时候不应该忽视这一点（见图9）。 

 

 

 

 

汽车行业和汽车零部件供应

商潜力巨大 

中国和东南亚旅游业的增长

占全球增长总额的40% 

2017年亚洲电商消费预计达

到约1万亿美元 

图8 图9 

65%的调查对象在过去12个月内曾经度假 电商渠道对公司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回答是的百分比 电商占零售销售的份额 

资料来源：新兴消费者调查、瑞信研究机构 艾瑞、福雷斯特研究公司、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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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富：中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中国位列前三大富有国家 中国不久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富裕的国家 

 中国财富占日本财富百分比 

2014年中国家庭财富总计为21.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1

970年的水平。如果当前的增长趋势以相同的速度持续下

去，中国可能在五年后达到美国1989年的水平，而美国

则花了19年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日本经济增长

依旧停留在当前水平，中国不久将把日本赶出世界第二

富裕国家的位置。中国目前财富总量比日本低8%，但是

以44%的巨大优势超过排名第四位的法国。 

 资料来源：全球财富报告、瑞信研究机构 

 

中国家庭财富持续增长 2000年以来中国每个成年人的财富 

 每个成年人的财富，美元 

从2000年以来，中国每个成年人的个人财富稳健增长，

从5,670美元上涨至2014年的21,330美元，涨幅超过3

倍。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小幅下跌，但中国的财富

不久就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的人均财富此后持续

稳步增长，汇率因素有重要的影响。 

 

 资料来源：全球财富报告、瑞信研究机构 

 

依赖房地产市场 财富结构 

 每个成年人的财富，美元 

长期来看，个人财富的变化首先与经济发展和家庭储蓄

率密切相关；不过短期而言，则以汇率和资产市场的价

格波动对财富的影响最大。房价的变动是另一大财富影

响因素。中国2014年房价上涨8%，是去年房地产市场其

中一个受益最多的国家，而世界平均值仅增加2.4%。目

前，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在中国的平均个人财富中所占比

重几乎相等。股票市场收益和房地产价格是中国个人财

富中的两项最大的驱动因素。 

 资料来源：全球财富报告、瑞信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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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财富的演变和分配 

最近，全世界私人家庭所拥有的资产超过250万亿美元，又一次创下新高（见图10）。美

国和欧洲尤其创下新纪录，增长率超过10%。中国近期财富增长为3.5%，落后于8.3%的世

界平均水平，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并且受到汇率的影响。相对而言，由于中国人口持续增

长，2014年中国人均财富平均仅上升2.3%至21330美元。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债务同

比增长16.7%，尽管家庭总债务比率为6%，远低于西方国家。尽管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

现腾飞，到目前为止其在全球财富中的份额仅占8.1%，而该国人口则占世界成年人口的2

1.4%。 

 

近年来中国的不断城市化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然而放眼国际，相比较于其他新兴国

家，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的严重程度仍然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原因有几点：中国人没

有从上一代人手中继承财富，并且土地和私人住房拥有权分配相对平均。然而，2000年

以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主要是因为商人、企业家和投资者累积了较多的个人财富。中

国目前拥有超过100万名百万富翁，并且财富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数比全球任何其他国家

都要多（除美国以外）。而与欧洲和北美相比，中国的财富分配情况较为平均，并且拥

有表现相当卓越的中产阶级（图11）。 

 

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拥有相对较高的家庭储蓄率。因此，中国的很大一部分财

富（49%）被投入资本市场。房屋拥有权、建筑项目和土地拥有权也对财富的形成发挥关

键作用。 

 

  

中国的最高储蓄率助长财富

积累 

图10 图11 

2000-2014年全球财富分配，按地区划分 2014年财富分配，按地区和财富阶层划分 

地区财富，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全球财富报告、瑞信研究机构 资料来源：全球财富报告、瑞信研究机构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北美 欧洲 亚太 中国 拉美 印度 非洲

2014年全世界私人家庭拥

有财富250万亿美元 

中国百万富翁人数出现爆

炸性增长 

51617_CS_Wirtschaftsstandort_CH-CHINA_RMB2015_Simplified_Chinese_2.indd   17 10.08.15   12:00



51617_CS_Wirtschaftsstandort_CH-CHINA_RMB2015_Simplified_Chinese_2.indd   18 10.08.15   12:00



投资策略与研究 

人民币——人民币中心瑞士 19

 

风险警告 
每一项投资均会涉及风险，尤其是在价值及回报方面。如果一项投资所用的货

币并非阁下的基础货币，汇率变动可能会对价值、价格或收入造成负面影响。  

 

有关本报告中提及投资证券所涉及风险的讨论，请参阅以下互联网站链接： 

https://research.credit-suisse.com/riskdisclosure 

 

本报告可能包含有关投资涉及特殊风险的信息。在基于本报告或其内容的任何

必要解释而进行投资之前，阁下应咨询独立投资顾问。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瑞

士银行家协会提供的资料册“证券交易中的特殊风险”。 

 

本报告提及的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价格、价值和收入可升可跌。证券和金融

工具的价值会受即期或远期利率和汇率变动、经济指标、任何发行人或参考发

行人的财务状况等因素影响，因此可能会对证券或金融工具的收入或价格构成

有利或不利影响。在购买证券或金融工具后，阁下可能会因市场价值或其他金

融指标等因素的波动而蒙受亏损或甚至蒙受超过投资金额的亏损。投资例如价

值受到外汇波动影响的美国存托凭证等证券的投资者实际上承担这个风险。 

 

经纪交易的佣金率将按照瑞信与投资者约定的比率确定。对于瑞信与投资者之

间的主体对主体交易，购买或销售价格等于交易总代价。主体对主体交易（包

括场外衍生工具交易）将按一个购买/买入价或卖出/要约价报价，因此可能有

差别或存在差价。交易相关的收费将在交易前按相关法律法规约定。请于购买

证券或金融工具前阅读签约前的文件，仔细了解相关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风险和

佣金等的说明。 

 

结构性证券为复杂的金融工具，通常涉及高风险，并且仅限于向能够理解和承

担所含风险的熟练投资者销售。结构性证券的市场价值可能会受到经济、财务

和政治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即期和远期利率和汇率)、到期时间、市场环境与波

动性、发行人或参考发行人的信用质量的影响。有兴趣购买结构性产品的任何

投资者，在作出购买决定之前应对该产品自行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此类购买所

涉及的风险，咨询个人的专业顾问。    

 

本报告所讨论的部分投资有高水平的波动性。高波动性的投资可能使价值经历

突然和巨大的跌幅，导到该投资实现时蒙受亏损。这些亏损可能相当于阁下的

原来投资。事实上，一些投资的潜在亏损可能超过原来投资的金额，在此种情

况下，阁下可能需要支付出更多的金钱来支撑亏损。投资的收入收益可涨可跌，

因此，起初投入投资的资金可能会成为收入收益的一部分。部分投资未必能够

随时变现，可能也难以出售或变现这些投资。同样地，阁下可能难以获得关于

影响此类投资的价值或风险的可靠资料。如果阁下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客户经

理。 

 

过去的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表现会受到佣金、费用和其它费用以及汇率

波动的影响。 

 

金融市场风险 

历史回报和金融市场的情况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表现。所提到投资的价格和价值

和任何收入可能会出现持续下跌或上升的波动情况。过去的表现并非未来表现

的指引。如果一项投资所用的货币并非阁下的基础货币，汇率变动可能会对价

值、价格或收入造成负面影响。阁下应向认为能提供必要协助的顾问咨询以便

做出决定。 

投资可能是在未公开的市场或仅可在受限的二级市场进行。若存在二级市场，

则无法预测该投资将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或者无法预测此类市场能否流通。 

新兴市场 

关于本报告所提及的新兴市场，阁下应了解投资及交易的不稳定性及风险，包

括各种类型的投资和金融衍生品，以及发行人和债务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业务

操作方式。与新兴市场国家相关的投资可能被视为投机，其价格会比在世界上

比较发达的国家更不稳定。在新兴市场的投资，必须由经验丰富的投资者或拥

有相关市场独立知识、能够考虑和权衡这些投资出现的各种风险的有经验的专

业人员来进行，而且拥有必要金融资源能承担此类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对新

兴市场投资的风险后果管理及投资组合资产的分配管理是阁下的责任。对于在

新兴市场投资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各种风险，您应该咨询自己的顾问。 

另类投资工具 

避险基金不受应用于受规管认可集体投资的各种投资者保护规例所约束，避险

基金管理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管制。避险基金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投资纪律或

交易策略，在各类市场寻求通过使用杠杆、衍生品和复杂的投机性投资策略，

可能会增加投资损失风险。 

大宗商品交易的风险非常高，可能不适合许多私人投资者。由市场波动所造成

的损失程度可能巨大或甚至造成全损。 

房地产投资者面临流动性、外汇和其它风险，包括周期性风险、租赁和当地市

场风险，以及环境和政策变化的风险。 

利率和信贷风险 

债券是否保值取决于发行人及/或担保方（若适用）的信用，这一点在债券流

通期间可能会发生变化。若债券发行人及/或担保方无支付能力，无法确保预

计回报，阁下可能没有收益或收益小于最初投资。 

 

披露资料 
本报告是由瑞信私人银行业务的全球研究部门提供，当中所载的资料和意见以

写作报告之日为准，可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报告中针对某一特定证券的

观点可能会因投资银行瑞信研究部门的评价标准不同而有差异。  

 

投资策略资料不属于本研究报告的内容。投资策略并非瑞信研究部门的范畴。

瑞信制定相关规定以确保瑞信研究部的独立性，包括在分发研究报告之前限制

相关证券交易的规章。该规定不适用于投资策略。 

 

瑞信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使用本报告中所述资料而造成的损失，除非瑞信规定针

对指定情况负责。本报告不可作为替代独立判断的依据。瑞信可能会发布或在

之后版本中发布证券的交易建议。交易建议是基于市场事件及激励因素而产生

的短期交易机会，而公司建议是反映在披露资料一节中界定的 6 到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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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与本报告结论和资料不同的其他报告。这些报告反映不同的假设、观点及分

析方式，瑞信没有义务确保提请本报告收件人注意另外的相关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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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和指引下的特定合规要求。西班牙：本报告是由瑞信西班牙分行在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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