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第四季投資展望

環球市場脈搏及匯市展望
漫漫長路
重歸常態的道路漫長而曲折。新冠疫情在全球捲土重來，阻礙
了經濟的強勁復蘇。在疫苗可被廣泛接種之前，市場盼望更多
的財政援助及貨幣刺激方案。
無論如何，看待經濟水杯，投資者總是傾向視之為半滿，而非
半空。在經歷長時間升勢後，追逐風險的主題暫被擱置，但我
們預期市場早晚將重拾風險胃納，或導致美元面臨更大沽壓。
因此，我們對澳元取態偏向積極，認為澳洲央行的鴿派立場不
足以終結當前的緩慢升勢。英鎊前景則難言樂觀。我們預計休
假計劃結束後當地息口將被削減至零，且脫歐談判將充滿變數
。美國對微信和抖音實施限制，令中國重回焦點。貿易戰蓄勢
待發的情況下，人民幣可能面臨調整壓力。
資料來源：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基金專區 － 聯博香港有限公司
ESG研究有助揭示
企業應對疫情的抗逆力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危機突顯投資者進行ESG分析的重要性，而
管理層在一系列ESG問題上的決策將影響公司的盈利狀況。我
們認為，將ESG分析納入證券研究過程，有助投資者判斷公司
應對疫情的行為對未來回報將產生何種影響。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考驗企業ESG承諾

公司在應對本次疫情時，會面臨哪些ESG問題？在如何保護
員工安全與維持正常運營之間，許多公司需要做出艱難的決定
。應對措施包括安排僱員放無薪假期、提供遣散費及補償或提
供其他支持。而轉為居家辦公模式的公司，在維護數據隱私及
安全方面亦面臨新的挑戰。
高級管理人員行為及薪酬更值得關注。在需求衝擊令利潤承受
嚴重壓力之時，管理層是否願意適當地調整薪酬？股息及股票
回購政策是否會發生變化（尤其是對於接受政府援助的公司而
言）？除當前的挑戰外，在面臨衰退和商業環境存在高度不確
定性的時期，公司是否會繼續將資本支出投入至減排或減輕氣
候變化影響的項目？

具有良好ESG措施有助公司應對危機

一般情況下，已採取良好ESG措施的公司，在應對本次危機過程中表現理想。或許擁有ESG意識的公司通常較具前瞻性，能策略性分析業
務面對的各種情況。這可為公司帶來諸多優勢，尤其在快速調整技術及業務以適應遠程辦公之時，同時兼顧為僱員及社區提供所需的支持
，並繼續向客戶提供產品及服務。

全面整合的ESG研究模型

然而，發掘ESG表現領先的公司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而全面整合的研究模型則有助投資者進行分析。具有特定公司研究經驗及行業專長的
分析師，最適合檢視公司應對疫情的措施，分析相關措施將如何影響現金流、資產負債表及盈利。
有效整合ESG因素需要關注三大重點。首先，需要長遠眼光檢視業務策略及行業環境，尤其是在當前短期前景極不明朗的情況下；第二，
疫情已破壞全球貿易及供應鏈，保持環球性策略至關重要；第三，需要與管理層溝通，以真正了解公司為平衡各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從僱
員到客戶再到股東），而作出的艱難的策略性選擇。

ESG分析有助發掘具長期回報潛力的投資機遇

我們認為，在危機中深入考慮ESG影響因素的公司，將更有可能實現成功復甦。同樣地，視ESG分析為證券研究中關鍵步驟的投資者，則
更有機會識別表現優秀的企業，而其股票及債券或將成為強勁長期回報潛力的來源。
截至2020年8月14日。資料來源：聯博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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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四季港股走勢展望
經濟步入疫後新常態 投資港股宜選強勢板塊
今年第三季全球金融市場逐漸穩定，環球股市顯著回升，美股指數更
屢創新高，隨着疫情緩和，國際貿易局勢暫時穩定，投資風險胃納有
所提升。港股方面，恒指第三季以來大致徘徊於24,200-26,800點區間
水平，7月初於A股帶動下雖一度急升至26,782點，但無以為繼，至8月
初受美國擬制裁中資科技股拖累，大市一度下挫至24,167點，其後雖
反彈但仍未能重返7月高位，季內恒指於三千點區間呈上落格局，與美
股的顯著強勢相比較，港股頓然失色。
現時在疫情逐步受控情況下，多個亞太區國家已復工、復產。英國、
奧地利、意大利及美國等不少歐美國家亦考慮逐步放寬「封城鎖國」
等限制措施，重啟經濟。眾多醫學專家預測疫情將一直持續至今年年
底，各國亦爭相重拾經濟復甦步伐，冀望儘快步出低谷。疫情期間，
世界經濟運作已產生微妙的變化，消費者習慣、以及應運而生的商業
模式與過往大大不同，料於疫情全面控制後，經濟運作的新局面將成
為疫後新常態。
與此同時，新經濟板塊、以及多間科網股巨企，於上半年已獲眾多投資者追捧，疫情亦明顯加速相關股份的經營模式發展，加上恒生科技
指數的推出亦吸引資金流入該板塊，可考慮逢低吸納相關股份。另受中央推動「內循環」概念所刺激，限制措施逐步放寬亦帶動消費者信
心轉趨正面，傳統股份如醫藥醫療股、內需股等板塊預期仍可望獲得資金青睞。
展望第四季走勢，股市已從上半年最差境況中步出，我們預期恒指下方24,000點水平有初步支持作用，本季應可守於次季低位約22,800點
水平之上，惟現時港股仍欠缺明顯利好因素令指數脫離上落格局，故上方於27,000點大關的阻力頗大，還須待內地加快重啟經濟步伐，盼
可為股市增添一份新動力。
資料來源: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2020年第三季十大暢銷基金*：
產品
風險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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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
年度化波幅2
(%)

3年
夏普比率2

聯博 - 美元收益基金
- AA/美元

3

1/7/1993

27,757 美元

0.69

12.31

-1.11

4.73

7.73

-2.57

7.59

0.32

聯博 - 環球可持續趨勢基金
- A/美元

4

1/8/1996

996 美元

20.34

28.24

-10.56

34.96

-2.07

1.29

17.36

0.80

貝萊德亞洲老虎債券基金
- A6/美元

3

2/2/1996

3,866 美元

4.25

11.37

-3.16

6.73

4.71

2.30

6.12

0.43

富達基金 中國高收益基金 - A/每月特色派息(G)/美元對沖

5

30/11/2015

1,366 美元

4.11

12.90

-5.08

7.24

11.66

N/A

9.99

0.30

滙豐集合投資信託 滙豐亞洲高入息債券基金 - AM2/美元

4

24/2/2017

1,250 美元

4.03

11.65

-2.77

N/A

N/A

N/A

6.69

0.44

駿利亨德森平衡基金
- A5m/美元

3

24/12/1998

4,465 美元

8.24

20.42

-0.90

16.47

3.04

-0.97

10.42

0.97

摩根國際債券基金
- 每月派息/美元

2

1/5/1979

1,366 美元

3.72

8.65

0.25

2.89

3.12

N/A

3.12

0.89

施羅德中國股債收息基金
- A/派息/美元

4

18/8/2016

3,672 港元

17.95

17.13

-10.95

25.02

N/A

N/A

12.30

0.64

瑞銀 (盧森堡) 中國精選股票
基金（美元）
- P/mdist/美元

5

15/11/1996

12,326 美元

23.48

41.57

-14.83

59.70

-2.29

16.49

18.89

1.01

瑞銀中國股債基金
- P/6%-mdist/美元

4

8/6/2015

1,192 美元

11.62

27.00

-10.70

25.81

2.04

N/A

11.67

0.79

基金風險水平分為5個級別 (1.低 / 2.低至中 / 3.中 / 4.中至高 / 5.高)。
1

資料來源: 聯博香港有限公司、貝萊德資產管理北亞有限公司、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駿利亨德森投資香港有限公司、摩根資產管理、施羅德投資管理（香
港）有限公司、瑞銀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7月底。

2

資料來源: 彭博Bloomberg

精明提示 ∕推廣優惠

由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晉身成為「慧通理財」客戶可獲贈高達港幣18,988元獎賞！優惠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詳情請與本行職員聯絡或致電本行「慧通理財」客戶服務專線(852) 2855 8818。

注意事項
• *「本行2020年第三季十大暢銷基金」為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於2020年7月2日至2020年9月15日期間，代理之基金中銷售量最高的十隻基
金，而有關銷售量是根據每隻基金的認購及轉換總額（美元或其等值）計算。「本行2020年第三季十大暢銷基金」的表格是按照基金名稱的英文字母順序
列出基金，並不參考各基金所涉的實質認購總額。十大暢銷基金的結果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擬構成建議或意見。本文件中所述的基金僅為本行提供分銷的
基金的一部分。提及該等基金並不構成本行對提供的基金的推介。
• 基金年初至今表現回報之數據均截至2020年8月31日。
• 基金成立日期為基金首個股份類別之成立日期。
• 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產品風險級別(「產品風險級別」) 將經由本行代理的基金產品界定為5個級別。每隻基金產品的風險級別均以1至5的程度排列，以
第1級別風險程度為最低，第5級別風險程度為最高。由本行為每隻基金制定的風險級別主要考慮其產品特點及相關風險因素。產品風險級別或會與有關基
金公司建議的有所不同。本行可不時更改就某單一基金產品所界定的產品風險級別而不作事先通知。有關產品風險級別及相應投資取向之詳情，請親臨就
近的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分行查詢。
• 波幅是用作量度風險的統計數據。以上3年年度化波幅是以年度標準差量度，由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的每月投資回報計算出來。
• 相對基金的風險回報可以用3年夏普比率作衡量。上述夏普比率通常將會以3個月美國國庫券利率為基礎(無風險投資回報)以衡量基金風險調整後表現。比
率愈高，即代表基金過往經風險調整後回報愈高。數據是由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的每月投資回報計算出來。
• 就每單一隻有關基金而言，回報均以資產淨值對資產淨值、所有股息（如有）再投資之原則計算。只有於取得資料當日最少已有6個月的投資往績紀錄的
基金，有關之百分比回報才會採用。
• 某些基金可於金融衍生工具有重大投資。除其他風險外，該等工具涉及的風險包括交易對手方風險、信貸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等。投資於該等基金將涉及較
高的風險，或會損失全部或重大部分投資本金。
• 投資回報是以有關基金貨幣計算（可能是外幣）。投資者或需承受兌換率的波動的風險，而兌換率的波動可能導致投資價值上升或下降。任何投資的價值
及收益均可升可跌，閣下或會在投資中蒙受損失。
• 基於任何本文件所提及的基金已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認可的前提下，請注意「證監會」的認可並非對該基金的推介或認同，也
不保證產品或其表現的商業價值。不意味產品適合所有的投資者，也不認可其適合任何特定的投資者或特定類別的投資者。此文件並未經「證監會」審批。

風險聲明
• 以下風險披露聲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風險，亦不會考慮本行概不知情的情況。投資涉及風險，股票、基金、債券乃投資產品。投資產品價格有時可能會非
常波動。投資產品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投資產品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基於
個別巿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在決定作出任何投資前，客戶請細閱相關的銷售文件，以瞭解更多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風險因素。本文件所述
的產品未必適合所有客戶。投資決定是由客戶自行作出的，但客戶不應投資在投資產品，除非中介人於銷售該產品時已向客戶解釋經考慮客戶的財務狀況
、投資經驗及目標後，該產品是適合閣下的。客戶不應只跟據本文件作任何投資決定，而須自行評估本文件所載資料，並考慮該等投資是否適合客戶本身
的特定財政狀況、投資經驗及投資目標。客戶如對此資料或有關銷售文件有任何疑問，應就有關投資的法律、法規、稅務、投資及財務可能產生的後果尋
求獨立及專業的意見(包括本地及海外投資可能涉及的遺產稅及紅利預扣稅及其他稅務責任等)，以確保客戶明白該等投資的性質及風險，從而考慮該等投
資是否為適合客戶的投資。
• 證券投資風險：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附
帶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基於巿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客戶透過滬港通及深港通投資A股前，應確保已閱讀及充分了解本行
滬股通/深股通服務資訊，包括有關詳情、交易細則、風險、收費、限制及注意事項。詳情請向本行職員查詢。
• 基金投資風險：基金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基金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基金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附
帶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基於巿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在決定作出任何投資前，客戶請細閱相關的基金銷售文件，以瞭解基
金更多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風險因素。客戶須謹慎考慮該基金是否適合客戶自身的財務狀況、投資經驗及目標。有關基金之詳情，請參閱基金說明書。基
金之認購須受現行監管規定及本行條款及細則所約束。本行分銷產品發行人/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而有關基金是產品發行人/基金管理公司而非本行的產
品。對於本行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權範圍），本行將與客戶進
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然而，對於有關產品的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應由產品發行人/基金管理公司與客戶直接解決。
• 債券投資風險：債券投資並非銀行存款，且帶有風險，亦可能導致本金的損失。客戶應注意，投資於以非本土貨幣結算的債券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可能導
致本金出現虧損。除非其保證已列明於有關之章程中，否則一般投資並未獲得本行的任何保證或擔保。債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債券價格可升可跌，
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債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投資附帶風險，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本行並不保證債券存有二手市
場，基於巿場情況，部分投資或不能即時變現。在決定作出任何投資前，客戶請細閱相關的債券銷售文件，以瞭解更多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風險因素。
• 匯率及有關人民幣貨幣的風險：外幣投資受匯率波動影響，可能帶來虧損風險。另外，如果產品以外幣訂價或投資以其基本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資產，持
有人將要面對匯率波動的風險或受外匯管制或其他限制，其收益或贖回產品的金額亦有機會減少。客戶應注意投資產品時的貨幣風險及如將外幣兌換為港幣
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因外幣匯率變動而蒙受虧損。倘若投資產品涉及人民幣，將會以離岸人民幣報價。離岸人民幣匯率可能較在岸人民幣匯率出現溢價或折
讓，而且買賣差價可能較大。人民幣受制於匯率風險，人民幣現時並非自由兌換貨幣。客戶可以通過銀行賬戶兌換人民幣，但需按有關監管機構不時作出的
規定 (有關要求將不時更改而毋須另行通知)、本行規定及/或當時人民幣頭寸情況及本行商業考慮辦理。
• 此內容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香港的任何其他監管機構審核。

重要聲明 / 免責聲明
• 本文件由本行刊發及完全擁有。本文件所載資料僅作為一般市場評論，惟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任何存款或任何投資認購、交易、贖回、出售此文件所
載的產品之要約、游說、邀請、招售、建議或意見。本行並無、亦不會就任何投資的表現作出聲明、擔保及其他保證。
• 本文件部分內容源自第三者提供的資料，該等資料可能是不完整或經簡撮。雖然有關資料乃源自本行認為可靠的來源，惟該等資料內容來源未經獨立核證，
本行亦不會就上述文件所提供的資料或意見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作出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亦不會對任何因該等資料或意見（全部或任何部份）而
產生或因直接或間接倚賴該等資料或意見（全部或任何部份）而引致的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因本行、本行的授權人員、僱員或代理人的疏忽或故
意失責除外)。文件內容或隨時變更，所有意見、預測及估計乃於發表日期前之判斷，任何修改將不作另行通知。本文件內部份或任何內容可視為前瞻性陳
述，當中涉及風險及不穩定因素，客戶須注意，實際結果可能因多種因素、風險或經濟狀況而與前瞻性陳述所描述的情況有重大差異。
• 未經本行事先作出明確的書面許可前，本文件(包括全文或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引用、複印、分發、披露(全部或任何部分)或出版作任何用途。本行對由於
使用及/或依賴上述資料或內容而引起的任何損失概不負責。本文件無意向派發本文件即觸犯法例或規例的司法權區或國家的任何人士或實體派發，亦無意
供該等人士或實體使用。
• 上述優惠並不適用於本行職員。上述優惠不可與本行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上述優惠受有關監管條例及本行
條款及細則約束，請參閱相關文件或向本行職員查詢及了解。本行保留不時及隨時暫停、修改、更改及/
或終止本行上述優惠的權利，本行有權就以上事項運用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客戶。本行對是次推廣及有
關優惠所引起或產生之事宜及/或爭議，均以本行紀錄及/或決定及/或解釋為準，本行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並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
• 本行及其內的附屬公司及/或其高級職員、董事、代理人及僱員可能持有本文件所述全部或任何證券或投
資的倉盤，亦可能會為本身買賣全部或任何該等證券或投資項目。本行可能會就該等證券提供投資服務或
承銷該等證券，及會就該等證券而提供的服務賺得佣金或其他費用。
www.shacombank.com.hk
• 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客戶服務熱線：

2818 0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