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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趨勢為
亞洲股票市場 
提供支持

股票 

霸菱視野

目前，亞洲區內有許多有利的結構性趨勢，為亞洲股票市場塑造投

資機會，或許出乎意料的是，全球疫情大流行及中美貿易緊張局勢

反而放大了當中很多趨勢。

林素亥，特許金融分析師
亞洲（中國除外）股票投資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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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協及印度等其他新興亞洲市場， 
新興的數碼經濟尚處於初步發展階段，還相當不成熟， 

因此為投資者提供許多投資機會，以把握因科技的日益普及
和數碼經濟的崛起而帶來的長遠增長機會。」

在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環球經濟狀況下，亞洲市場表現良好。的確，2020年充斥著種種矛盾。今年，由於各國政府暫

停經濟活動，導致經濟嚴重萎縮，但一些股市卻創下新高，主要原因是當地政府採取積極的財政及貨幣政策。於市場表

現方面，科技與非科技行業、成功遏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亞洲經濟體系與仍受此疫情困擾的亞洲經濟體系，以及在

家工作措施的受惠者及受此措施拖累者之間，都有著截然不同的境遇。

舉例來說，由於北亞市場的科技業比重較大，並成功遏制疫情，因此，這些市場今年跑贏東協市場。此外，增長型股票（

通常包括科技、醫療保健及新型消費等受惠於疫情大流行的企業）亦跑贏價值型股票（如銀行股及旅遊股，此類股票受

疫情影響更為嚴重）。

受惠於各國央行及政府及時採取積極措施，區內股市能夠自3月份的低位反彈，而且反彈速度遠超市場預期，尤其是在

經濟萎縮及失業人數上升的情況下。與此同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亦有助於多項結構性趨勢的增速，因此，科技業的大

型股可獲全面的估值重估。

目前，由於歐洲及美國分別爆發第二波及第三波疫情，疫情問題依然令人擔憂，但我們預計環球經濟於2021年有望繼

續其復甦之路。此外，我們有望在研發有效疫苗的道路上又邁進一步，這有助於那些仍在奮力抗疫的經濟體系擺脫困

境。

由於今年企業盈利觸底反彈，加上出現經濟復甦的範圍從中國及北亞以外的經濟體系擴大到東協及印度，尤其是一旦

疫苗面世，我們對整體亞洲股市的前景持積極態度，這一觀點受到以下四個長線投資主題的支持。

數碼化經濟

在環球範圍內，科技在我們生活中的普及以及數碼經濟的崛起是大勢所趨，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更是加速了這一趨

勢。於科技方面，亞洲在不同領域處於領先與落後並存的狀態。例如，就普及率而言，電子商務及金融科技在中國的滲

透率較環球其他地區，甚至較領先的已發展市場都要高。然而，在資訊科技開支及雲端基礎設施等其他領域方面，中國

雖產生了海量數據，但仍少於美國。在東協及印度等其他新興亞洲市場，新興的數碼經濟尚處於初步發展階段，還相當

不成熟，因此為投資者提供許多投資機會，以把握因科技的日益普及和數碼經濟的崛起而帶來的長遠增長機會。但關

鍵是要在東協及印度中選對的新興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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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中國—新經濟與傳統經濟

圖二：東協—新經濟與傳統經濟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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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亞洲新經濟還相對不成熟，但區內股市的構成正在逐漸反映出這種動態。五年前，中國移動及中國工

商銀行等傳統經濟巨頭是中國最大的公司，而如今騰訊及阿里巴巴等新經濟巨頭在市值上已經超越這些公

司，並繼續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圖一）。目前，東協地區似乎正經歷類似的變化，東協領先的電子商務平

台及遊戲開發商SEA Limited在市值上超過了傳統經濟巨頭星展銀行(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及

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圖二）。

數碼經濟的崛起為投資者帶來令人振奮的長線增長機會。在不同價值鏈上有多種投資機會，從內容提供商（

如騰訊）及平台營運商（如阿里巴巴），到基建推動因素（如台積電及三星）等，層出不窮。

資料來源：彭博。截至2020年10月。



霸菱視野   2020年11月   4

人口統計狀況：有影響力的亞洲中產階層 

在亞洲的長線投資主題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點就是其強勁的人口統計狀況優勢。在未來十年，亞洲預計將擁有環球最

龐大的中產階層人口，並成為以中國及印度為首價值最大的中產階層市場（圖三）。了解清楚亞洲主要的中產階層是誰

及有什麼購買需求，這對於企業的增長前景以及對於發掘最為有望受惠於這種結構性軌跡的企業亦是至關重要。

圖三： 到2030年環球中產階層分佈情況

資料來源：Homi Kharas、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及里昂證券。截至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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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如今最具影響力的亞洲中產階層非中國千禧一代莫屬，該群體約佔中國總人口的25%1。而我們預計印度千禧

一代在未來十年將變得越來越重要。隨著中國千禧一代年齡增長進入主力消費群體，已對市場產生重大影響。首先，

千禧一代於2018年在奢侈品牌上的開支約為4,150億元人民幣，遠超老一輩在這方面的開支水平2。與X世代相比，千

禧一代對奢侈品（從手袋至服裝再到行李箱）的消費預計在未來將會顯著增長，增幅有望達到50%3。

於分銷渠道方面，擁有線上／電子商務的業務至關重要，這亦是在意料之中，因為電子商務能很好地迎合中國千禧一

代的消費模式。考慮到千禧一代廣泛使用社交媒體，利用這一渠道作為產品反饋的來源，有助於公司更快地推出更有

市場的產品。中國體育用品公司李寧，就是一個利用電子商務推動銷售增長及提高利潤率的公司例子。此外，李寧亦

受惠於中國千禧一代更傾向本土品牌的趨勢，因為這一代對本土文化更為有信心，對自己的身份更有認同感，而這亦

有望更廣泛地惠及本土品牌。

去全球化及供應鏈多元化
 
去全球化是塑造亞洲投資機會的另一結構性趨勢。在過去十年中，許多大型跨國企業都在尋求將其製造業供應鏈分

散至中國以外的市場，主要是由於中國的勞工成本與其他地區相比日益上升。最近，中美貿易緊張局勢以及由此產生

的關稅放大了遷址的趨勢。在許多方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亦加速了這一趨勢，暴露了供應鏈的脆弱性，並突顯出多

元化投資於多個國家的重要性。

1.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及霸菱。截至2019年8月。
2. 資料來源：麥肯錫，截至2019年4月。
3. 資料來源：CRR。截至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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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情況下，東協各國及印度都是受惠者，因為這些國家擁有龐大又具有競

爭力的勞動人口，加上消費群潛力驚人，令這些國家的吸引力日益提升。區內各

國推出了從下調企業稅到靈活的勞工政策等一系列支持市場競爭力的政策，這

亦是在意料之中。東協地區甚至還獲得日本等國家提供的一些外部支持；日本

政府推出補貼措施，以幫助日本企業將其供應鏈分散至中國以外的市場。雖然

遷移及重建供應鏈可能需要數年時間，但我們相信隨著越南、馬來西亞及泰國

等這些國家的電子行業及其他製造業產能不斷提升，這些國家有望繼續從這一

趨勢變化中受惠。

去全球化的巨輪已經啟動，我們認為這一趨勢不大可能逆轉。在此環境下，企

業需要多元化經營，這不僅是從成本角度考慮，亦是為更改善企業的彈性。我們

認為東協及印度有望成為這一投資主題的最大受惠者之一。儘管這些市場在短

期內面臨挑戰，但一旦疫情開始消退，便有望取得進一步增長。此外，隨著中國

對核心技術本地化及內部化愈見重視，以減少對外部生產商的依賴，能夠率先

填補這一空缺的當地企業應該具有強勁的增長前景，並獲得價值重估的機會。

可持續發展

最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日益顯著，這可能會為契合這一趨勢的企業的需求

前景及估值帶來正面影響，或與此相反，為那些不適應這一潮流變化的企業帶

來負面影響。從疫情大流行至澳洲及加州發生叢林大火，2020年的多項因素可

能會放大可持續實踐的迫切性。事實上，歐盟及中國的決策者已排定實現碳中

和的時間表，加快實施可持續政策，這很可能為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帶

來有利的影響。例如中國的太陽能有望於今年實現電網平價，這從根本上為企

業邁向環保治理提供具有建設性的經濟依據。總體而言，我們認為亞洲多家企

業是可再生能源價值鏈上的領先供應商，因此，亞洲企業有望借力這一長線投

資主題。

可持續發展理念日益普及不僅體現在企業方面，而且對個人生活方式及衛生習

慣亦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例如由於各國實施封鎖措施，加上通勤人士憂慮近

距離身體接觸會感染病毒，在可行的情況下選擇自行車等交通出行方式，代替

擠擁的地鐵。事實上，環球各國政府已推出多項政策，為自行車通勤人士提供

更多支持——從紐約及巴黎開闢更多自行車道，到意大利及英國政府推出自行

車補貼措施不等。

圖四： 歐盟與中國：雄心壯志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歐盟委員會、Haver Analytics及高盛環球投資研究。截
至2020年10月。世界銀行的數據是基於歐盟委員會的數據再進行前瞻性計算。
二氧化碳排放來自燃燒化石燃料及生產水泥。備註：歐盟及美國的減排目標是
按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其中二氧化碳是主要成份，但非全部。減排目標並非
淨值。

資料來源：EPFR及花旗環球研究。截至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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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股東的審查越加頻繁，這亦可能會增加企業的壓力，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環境、社會

及公司治理（ESG）的相關問題。事實上，霸菱於今年加強了與企業的溝通交流。此外，我

們亦將動態及專有的ESG評估方法全面納入投資流程中，並且憑藉主動型管理，致力促進

企業積極改善ESG的實踐。

善用低效的市場

亞洲股票雖為效率偏低的資產類別，但對於採取「由下而上」投資方式的主動型投資者

而言，亞洲股市仍然是一片沃土，皆因此類投資者擁有嚴謹且可靠的投資理念及投資流

程，有望取得超額回報。縱觀目前的市場，我們仍然發現許多公司的中期（5年）盈利前景

尚未在目前股價中得到充分反映。

在短期內，市場很可能會維持波動。然而，主要由於整個亞洲地區呈現良好的長遠趨勢，

我們相信亞洲股票具有良好的長期增長潛力，並認為在充滿挑戰及市場波動時期，可以

帶來趁低吸納那些處於有利位置的企業的良機。

「亞洲股票雖為效率偏低的資產類別， 
但對於採取「由下而上」投資方式的主動型投資者而言， 

亞洲股市仍然是一片沃土，皆因此類投資者擁有嚴謹且可靠的
投資理念及投資流程，可取得超額回報。」



重要資料

本文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承諾。

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在任何情況下，對任何因直接或間接使用本材料或者據此進行投資所造成的一切後果或損失，霸

菱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本文非基金宣傳推介材料，亦不構成任何法律檔。

本文所載的市場觀點、投資策略或業務流程有可能因發布日後的各種因素變化而調整，公司在對其進行更新時不會另行通

知，本文所載內容也不構成公司對市場觀點、投資策略或業務架構的承諾。

若本文轉載第三方報告或資料，轉載內容僅代表該第三方觀點，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本文版權歸霸菱所有，未獲得本公司事先書面授權，任何人不得對本文內容進行任何形式的發布、複製。如引用或轉載本材

料所載內容，務必聯絡霸菱並獲得許可，並需註明出處為霸菱，且不得對本文中的任何內容進行有違原意的刪節和修改。

霸菱對本文保留一切法律權利。

*截至2020年9月30日

20-1411758

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BARINGS.COM

霸菱為一家管理逾3,540億美元*資產的環球投資管理公司，致力於尋找不同的投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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