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策略性配置迎接 
新投資時代

根據 AsianInvestor 及標普道瓊斯指數的獨家調查顯示，亞太地區的投資者在審視 2021 年 
資產配置時變得越來越嚴謹，長期資本增長、多元化及可持續性等考量變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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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市場的大起大落似乎
永無止境，使得亞太地區
的主要資產持有者更加關
注對長期資本增長及投資

組合多元化的需求。
為實現這兩個目標，投資者今年似乎
更青睞亞洲的上市證券及北美的私募市
場資產。與此同時，不論就目標資產抑
或投資過程而言，科技以及環境、社會
及治理(ESG)因素均發揮著前所未有的
影響。

AsianInvestor與標普道瓊斯指數合作
開展的調查中分享了上述見解，該調查
於2021年3月至4月進行，訪問來自亞太
地區主權財富基金、政府機構、保險公
司、公共及私人養老基金、捐贈基金、
私人銀行及其他資產持有者等105名資
深投資高管的觀點。地點包括香港、台
灣、澳洲、南韓、日本、新加坡、泰
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及印度。
總括而言，標普道瓊斯指數認為調查
結果反映市場普遍認同亞洲相對於其他
地區的復甦速度強勁，帶動主題投資等
備受關注。
標普道瓊斯指數策略指數高級總監承
天吟表示：「市場復甦獲得政府政策刺
激、寬鬆的貨幣政策及大規模投資的支
持，並一直對利率、股票市場及各資產
類別的估值有著顯著的影響力。」

可持續性至關重要
在此背景下，在市場轉型中確立定位仍
主導著許多投資者的資產配置決策。
這反映出在2021年戰略性主題對許多
受訪者的重要性。－而且比地域多元化
或關注於某個行業更為重要。在進行主
題投資時，受訪者認為今年最高的風險
調整後回報將來自ESG (26%)，緊隨其
後的是改革性科技(21%）以及醫療保健
及生物科技(20%)。
受訪者將透過強化資料及分析工具納
入ESG因素的流程列為他們在後疫情背

景下提高回報的首選途徑，這符合對可
持續性的承諾。
承天吟解釋稱：「過去幾年，氣候變
化受到人們關注，但現在我們到了轉折
關頭，眼下不應只是空談，而要採取切
實行動，即資金應傾向支持低碳經濟轉
型。」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及大數據解決方
案等科技及更先進的系統亦是投資者優
先考慮的事項，因為他們計劃更密切地
監查外聘主動型基金經理的業績。預計
這些方法將比傳統方法（例如，透過信
貸曲線下行承擔更多風險或聘用更多投
資人員）更為有效。

調查結果的關鍵要點
• 受訪者認為，在2021年的投資
組合中上市股票的投資將出現
最大增幅（按百分比計算）。

• 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
ESG主題投資在2021年提供最
高的風險調整後回報。

• 透過強化的資料及分析工具納
入ESG因素，對投資者而言，
是在擺脫新冠疫情後提高回報
的最具吸引力的方式。

• 受訪者表示，他們在未來6到
12個月內採用更被動的策略的
可能性較「高」(13%）或「中等」
(45%)。

• 受訪者認為他們面臨最大的投
資組合風險是利率及通脹上升
(36%)，其次是流動性的不確
定性(21%)。

• 在委託外聘基金經理時，進行
虛擬盡職調查仍然是今年的首
選方法（佔45%)，只有略超過
四分之一(27%）的受訪者表示
確認他們無意新增任何新的外
聘基金經理。

專注策略性主題投資
為實施其主題觀點，並在當今充滿挑戰
的投資大環境中做出戰略調整，調查受
訪者將上市股票定為至今為止最理想的
資產類別，他們計劃在2021年加大對其
的投資。上市債務則排名第二。
然而，某些投資者在追求收益時仍對
私募市場感興趣，受訪者在選擇加大對
私募股權的投資的同時亦會留意投資於
私人債務及不動產等項目。
提到實物資產及另類投資時，承天吟
補充：「我們看到對上市固定收益產品
的替代品的配置及選擇越來越多。流動
性另類投資具有可擴展性，並且往往與
傳統資產類別具相當低的相關性。這些
都是非常系統化的，因此適合進行指數
化，並為投資者創造獲得另類投資策略
的低成本及有效的方式。」
投資者在進行資產配置時，受訪者傾
向於採用內部管理方法(36%)，其次是
通過獨立賬戶(23%）及ETF或指數掛鉤
解決方案(19%)。
對被動投資不太感興趣的受訪者中，
部分表示未來6到12個月可能會增加採
用被動投資策略；13%的受訪者表示新
增更多被動策略的幾率為「高」，另有
45%的受訪者表示有「中等」幾率。
對主動投資的相對堅定的關注反映了
亞洲的廣泛趨勢。承天吟表示，相比之
下，在美國及歐洲，有大量資本流向被

在市場轉型中確
立定位仍主導著
許多投資者的資
產配置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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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個資產類別將在您的 2021 年投資組合中增幅將最大？ 您的首選投資的首選工具是什麼？

3%
其他

10%
集合投資信託

19%
ETF╱指數

掛鉤解決方案

36%
內部管理

23%
獨立賬戶

9%
共同基金1 42 3

5 6 7 8

上市股票

房地產

上市債務

短期資產╱現金

私募股權

基礎設施

私人債務

大宗商品

654

您認為今年哪個投資主題將提供最高的風險調整後回報？

26% 環境、社會及治理

21% 改革性科技

20%

13%

12%

8%

醫療保健及生物科技

生活模式及社會

環境及資源

其他

什麼考量對您今年作出資產配置決策時影響最大？

1 2 3長期資本增長 投資組合多元化
可持續性

現金收益
或收入

抵抗通脹 低關聯性的
回報

2021年，您的投資組合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什麼？

3%
其他

6%
持續低息

環境

20%
股票估值

14%
36%

全球地緣政治的
不穩定性加劇

逐漸上升的
利率及通脹

21%
在變幻莫測的市場中
流動性的不確定性

對於上市證券，哪個地區在產生回報的機會方面
最具吸引力？

6%
其他

26%
北美

（美國及加拿大）

29%
中國

27%
亞太地區
（中國、日本
除外）

4%
英國╱西歐

1%
日本

7%
新興市場

（亞洲除外）

對於私募市場資產，哪個地區在產生回報的
機會方面最具吸引力？

16%
其他

15%
中國

42%
北美
（美國及加拿大）

18%
亞太地區
（中國、日本除外）

2%
英國╱西歐

1%
日本

6%
新興市場

（亞洲除外）

對您而言，在擺脫新冠疫情後提高回報的最具吸引力的方式是什麼？

11 2
透過強化資料╱
分析工具納入 ESG 因素

實施科技及更先進的系統
（例如，人工智能╱大數據
解決方案）

3
更密切地監查主動型
經理的業績

承擔更多風險（例如，沿曲線
下行、投資前沿市場等）

增加更多內部
投資資源

尋求與其他投資者
共同投資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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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2021年策略性配置時，您認為以下哪項因素最重要？

33% 主題型投資

28%

27%

10%

地域多元化

個別行業

因子策略

2% 其他

在未來6到12個月內，您使用更多被動工具／策略的可能性有多大？

12%
零－我們未計劃這樣做

45%
中等－我們可能
會在我們的調置中
新增部分被動投資

13%
高－我們希望

增加更多
被動投資

30%
低－除非遇到
特定機會，
否則我們

不太可能這樣做

1
2 3

54

45%

27%

12%

9%

7%  

在評估不同的資金時，您目前主要關注以下哪項？

跑贏基準的
基金業績

投資策略的
往績記錄

基金經理
符合ESG
投資原則

費用
水平

涵蓋的主題
投資類型

當委託外聘基金經理時，您今年首選的方法是什麼？

進行虛擬
盡職調查

無意新增任何新的外聘基金經理

為進行現場盡職調查／尋求本地項目資源，增加對外聘
基金經理的使用

仍在觀望，希望我們可以恢復出差／面對面會議，以進行盡職調查

減少對外聘基金經理的使用，以重新調整內部管理投資達到潛在預期回報 

動產品。「這凸顯出在亞洲地區的金融
機構需要加強有關被動投資的認識和教
育。」

36%的受訪者表示，投資者亦認為他
們理想的上市及私募資產組合最有可能
保護他們的投資組合免受2021年最大的
投資組合風險的影響：包括逐漸上升的
利率及通脹。
與此同時，2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
擔心在變幻莫測的市場中流動性的不確
定性，另外20%的受訪者對股票估值表
示擔憂。
從地域來看，亞太地區似乎是上市證
券的首選目的地。在回報機會方面，大
多數受訪者表示，中國在今年最具吸引
力，為29%，亞太區其他市場（日本除
外）緊隨其後，為27%。然而，約有四分
之一的投資者(26%）亦在關注美國及加
拿大市場。

承天吟補充說：「總體而言，從地緣政
治角度來看，焦點正在轉移。隨著投資
者將目光投向他們認為會帶來增長的經
濟體，中國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不過，在從私募市場資產中獲得回報
方面，北美顯然是最受歡迎的；46%的
受訪者表示他們會關注美國及加拿大。
與此同時，亦有受訪者表示對亞太地區
及新興市場感興趣。

精挑細選
不論資產類別、投資工具或地域市況，
新的投資現實已導致調查中的大多數投
資者將長期資本增長視為其今年資產配
置決策的主要考量，以及投資組合多元
化的目標。
其理由似乎是，該策略將有助他們實
現其他目標，例如現金收益或收入、抵
抗通脹及獲得資產類別間較低相關性的

回報。
然而，在委託第三方基金作為其策略
的一部分時，新冠疫情帶來的市場變化
並沒有改變他們在評估不同基金時對跑
贏基準的基金業績的青睞；其次是投資
策略的往績記錄。值得注意的是，調查
受訪者認為基金經理配合ESG投資原則
是他們盡職調查中第三重要的因素。
但無論如何，約有四分之一(27%）的
投資者不打算在今年的餘下時間新增任
何委託新的外聘基金經理。打算委託的
受訪者表示，在尋求委託時，他們仍首
選進行虛擬盡職調查。
投資者正調整他們的前景及期望，以
確保他們的投資組合能夠管理風險並把
握將出現的新機遇，承天吟補充：「這些
投資者可能傾向於向外部服務提供商尋
求更精準的市場資訊，以幫助他們做出
更明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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