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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霸菱大東協基金主要投資於在東南亞國協會（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成員國註冊成立的公司，或在
該等國家進行其主要經濟活動的公司，或在該等國家的證券交易所掛牌或買賣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2. 霸菱亞洲增長基金主要投資於在亞太區（日本除外）註冊成立的公司，或在該等國家進行其主要經濟活動的公司，或在該等國家的
證券交易所掛牌或買賣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3. 霸菱香港中國基金主要投資於在香港或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或在香港或中國進行其主要經濟活動的公司，或在香港或中國的證
券交易所掛牌或買賣的公司的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

4. 該等基金涉及投資、股票及股票相關證券、流動性、對手方、貨幣風險及投資於小型及中型公司及可換股債券所附帶的風險。

5. 該等基金可集中投資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市場，而導致本基金的價值可能較為波動。投資於新興市場或須承受包括流動性、貨幣
╱貨幣管制、政治及經濟不確定性、法律及稅務、結算、託管及波動性等額外風險。

6. 基金經理將環境、社會及管治（ESG）資料融合至投資程序。運用ESG資料可能影響本基金的投資表現，因此，其表現可能有別於類
似集體投資計劃的表現。 

7. 該等基金可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作投資或有效投資組合管理用途。與金融衍生工具相關的風險包括對手方╱信貸、流動性、估值、
波動性及場外交易等風險。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可能導致該等基金承受重大虧損的高度風險。

8. 基金經理可酌情以未變現資本收益支付股息，這將被視為實際上從資本支付股息。從資本支付股息即相當於從投資者的原有投資
或自該原有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收益中退還或提取部分款項。支付股息可能導致該等基金的每單位資產淨值即時下跌。

9. 投資者投資於該等基金可能蒙受重大損失。

亞洲股票
投資 
在持續發展的經濟中發掘長遠增長機遇

《指標》2020年度 
基金大獎（新加坡）1

同級最佳獎（亞洲股票）
年度最佳基金經理



儘管亞洲股票市場可能會出現短線波動，但此資產類別的未來走勢仍然受到良好支持。

第二季開始出現的部份風險延續至第三季，從收緊監管政策（特別是中國和韓國的互聯網及新經濟領域），以
至中國房地產巨頭恒大的債務違約危機，引發市場憂慮對中國以外國家的溢出風險。此外，東協多個國家的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反覆。因此，市場經歷多項相關事件帶來的急跌，亞洲股市於第三季錄得下跌。

與此同時，疫情後環球各經濟體系繼續重啟經濟，從增長型股份到價值型股份的風格輪轉亦延續至第三季。
具體而言，受到商品價格大幅上升的支持，物料及能源等價值型週期性行業跑贏大市；另一方面，由於面臨更
多監管壓力，以及季內消費復甦遜於預期，非必需消費品及通訊服務業的表現相對遜色。

經濟活動正常化之路
展望未來，儘管我們預期亞洲股市在短期內會持續波動，但可能會日益受到各個市場的特質影響。例如東協
等疫苗接種進度較滯後的地區已逐步改善，疫情得到控制。這意味著該地區的經濟復甦及增長加速或晚於預
期，東協可能跑贏其他地區。預計部份國家將在第四季向外國遊客重新開放邊境，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
國。

環球經濟活動漸趨正常，亦可能令供應鏈恢復從中國向東南亞遷移，而中國則尋求繼續進行其價值鏈升級及
消費結構重整。然而，環球經濟引擎重啟之路很可能是崎嶇不平。供應鏈中斷導致的通脹壓力，加上地緣政
治，亦可能為股市帶來波動。供應鏈低效或需一段時間才能解決，並恢復至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與此同時，預計主要央行的政策將於第四季出現分歧。預計美國聯儲局將於未來數月縮減購債規模，並於
2022年加息。然而，鑑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其貨幣及財政政策或會略微寬鬆，特別是為緩解近期電力供應
緊張導致工業產量下降帶來的影響。此外，實施進一步監管的頻次及力度亦應有所緩和。 

亞洲股票仍然受到良好支持
我們看好亞洲股票市場的前景，預計第四季的回報將受到企業盈利大幅回升所推動，特別是國內成份較重的市
場。南亞經濟體系的外部收支狀況亦遠較之前更為健康，因此，受外匯波動的影響可能較小。於東協股票市場方
面，考慮到區內多個國家同時擁有軟硬商品資源，我們認為該市場將因而受到商品價格持續上升所支持。同時，
儘管中國股票市場受到加強多種監管帶來的影響，我們認為其估值已出現較大折讓，近期的監管措施亦很可能為
中國的長遠可持續增長帶來一個更積極的環境。此外，繼長期跑輸大市後，我們認為亞洲股票的相對估值頗具吸
引力。 

縱觀目前的市場，我們在那些業務涉及長線增長主題的企業中物色到投資價值，例如科技的普及（數碼化及萬物
互聯）、生活方式及社會價值觀變遷（可持續發展、千禧一代／Z世代消費模式、健康生活），以及去全球化（供應
鏈多元化／一分為二及企業回流）。部份企業近期的股價有所回落，令其估值變得更具吸引力，因而帶來趁低吸納
優質企業的投資機會。 

在霸菱，雖然市場風格輪轉導致近期市場出現波動，但我們的投資方法仍然是基於「以合理價格增長」的投資理
念。於選股方面，此投資方式有助避免為企業的增長付出過高的代價，同時亦有助於投資組合構建方面限制所承
受的意外風格或風險。

踏上復甦之路



環球各地實施封鎖措施，加速了整個亞洲市場的許多結構性趨勢:

具有投資機遇的領域正在加速發展

科技普及
這一趨勢包括科技的普及，或者是數碼化及萬物互聯。從電子商務到網絡遊戲，再到雲端服務的普及等眾多行
業，均受惠於在過去一年逐漸形成的「在家工作」及社交隔離措施。我們預計此趨勢將會延續，並認為一些直
接或間接涉及這類行業的企業有望加速其盈利增長。 

可持續發展

隨著機構股東積極主義興起，促使企業改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標準，尤其是碳減排方面的標準；對於ESG

實踐欠佳的公司，資本成本預計將會增加，而對於ESG標準相對積極且不斷提升的公司，資本成本預計將會下
降。我們專注於發掘一些能夠從中受惠的公司，例如可再生能源公司，這些公司有望受惠於強勁的需求前景，
同時由於資本成本下降，亦佔有價值重估的優勢。

供應鏈分歧

我們認為，無論日後美國對華政策如何變動，中美緊張局勢已經觸發了不可逆轉的供應鏈分歧趨勢。這種轉
變將會對部份企業受益匪淺，而我們將利用市場波動的機會，以投資那些被錯誤定價且能夠在這一趨勢中提
供助力的企業。在出口環境不利的情況下，中國的「國內大循環」戰略亦意味著，中國國內的部份領軍企業將
從加大力度推動內需增長這一政策轉向中受惠。  

善用低效市場帶來的裨益 

豐富的資源 霸菱股本成本  
(COST OF EQUITY)

以可量化的獨特方式，將環境、
社會及管治(ESG)納入投資流程 

亞洲股票雖為低效的資產類別，但對於採取「由下而上」投資方式的主動型投資者而言，亞洲股市仍然是機遇
處處，皆因憑藉嚴謹且可靠的投資理念及投資流程，投資者有望取得超額回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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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有的投資組合構建工具未來五年的前景



第一
霸 菱 大 東 協 基 金 及 霸 菱 亞 洲 增 長 基 金 分 別 於 

3年及 5年期內在各自的晨星同組別基金中處於 

首四分位2,3

逾45名
霸菱股票平台由超過45名環球投資專業人士組成，其中
17名專才常駐亞洲，這些專才為備受讚譽的亞洲股票策

略及香港中國股票策略提供當地見解及支持6

8%
預計中國市場在2021年將增長8%，領先包括美國、歐洲

及日本在內的環球市場4

2030年
預計到2030年，亞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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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霸菱亞洲增長基金、霸菱大東協基金及霸菱香港中國基
金於2020年均跑贏各自的基準指數逾20%（以美元及總

額計值）5,7

61%
亞洲已經成為環球最先進的數碼經濟體系之一。例如，預
計到2024年，亞洲數碼支付市場的交易總額將從2017年
的1.3萬億美元增長至4.5萬億美元。此外，亞洲目前佔新
移動用戶總數的61%，歐洲、中東及非洲則佔25％，而美

國僅佔14％9

13%
2020年東協市場在環球海外直接投資的總額佔13%，是
歷史以來的兩倍多，反映出供應鏈多元化的持續結構性進
展，以及該地區擁有成為下一個環球生產地的優越潛力8

59億美元
霸菱亞洲股票策略及香港中國股票策略的資產管理規模

逾59億美元6

亞洲數據一覽



• 往績記錄卓越：自1987年成立以來，本基金在各個市場週期中均表現穩健
• 專注於主要的長遠趨勢：我們致力從三個長遠增長趨勢中物色「由下而上」的投資機會，包括不斷演變的
社會價值觀及生活方式偏好、科技普及和去全球化

• 把握亞洲市場的發展潛力：本基金可涵蓋整個亞洲投資範疇及各市值的企業，致力把握亞洲股市中最具
有吸引力的投資機遇

• 由備受讚譽的投資團隊管理：基金經理於《指標》2020年度基金大獎（新加坡）中榮獲「年度最佳基金經
理」獎 1

• 專門並擁有豐富資源的投資團隊：基金經理憑藉亞洲當地投資專才的專業知識管理投資組合
• 專注於新經濟企業：儘管新經濟行業的代表性及研究資源仍然不足，但本基金長期捕捉一些可以把握結
構性增長優勢的企業

• 投資於從資本及供應鏈遷移趨勢中受惠的企業：本基金正投資於從振興東協地區出口引擎這一結構性趨
勢中受惠的企業

• 基金備受推崇：本基金因表現出色及基金經理投資管理經驗豐富而榮獲多項行業認可10

霸菱亞洲增長基金

霸菱大東協基金

精選霸菱亞洲股票基金

A類別美元（收益）表現 2, 5

A類別美元（收益）表現 2, 5

可供投資的A類別股份類別

可供投資的A類別股份類別

% 3個月 1年累積 3年累積 5年累積 年初至今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本基金 （淨計） -7.68 8.18 75.87 121.10 -1.10 50.22 21.89 -21.28 57.84 -1.92

基準指數 -6.63 0.39 35.58 66.57 -6.00 25.02 18.52 -14.12 42.08 5.76

% 3個月 1年累積 3年累積 5年累積 年初至今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本基金 （淨計） -1.77 17.48 44.90 68.55 12.56 12.72 15.52 -12.88 30.73 5.06

基準指數 -2.75 1.61 -0.82 19.37 -2.09 -6.43 8.53 -8.55 29.87 5.98

名稱 ISIN 彭博 理柏

歐元收益 IE0004868604 BRGOCPE ID 60013070

英鎊收益 IE0031029477 BRGOCPS ID 60076210

美元收益 IE0000830129 BRGOCPI ID 60000677

名稱 ISIN 彭博 理柏

澳元累積（對沖類別） IE00BFDTF255 BARFADH ID 68242822

歐元收益 IE0004868828 BRGPACE ID 60013071

歐元累積 IE00B4MTNB49 BABAFAE ID 68384943

英鎊收益 IE00B3BC5T90 BASEANG ID 65125893

美元收益 IE0000830236 BRGPACI ID 60000684

美元累積 IE00B59JG481 BAFRAUA ID 68147403



• 經驗豐富的基金經理：本基金投資於中國已逾30年，為區內首批推出的中國股票基金之一
• 受惠於政府政策：本基金支持中國「十四五」規劃中具有結構性增長機會的投資主題，如國內消費升級、
科技進步及可持續發展

• 投資流程久經考驗：在霸菱專注於長遠基本因素的投資流程推動下，本基金成功物色到中國的領先企業
• 基金團隊紮根當地，擁有豐富資源：基金經理能夠充分利用由10名投資專才組成的大中華股票團隊的研
究成果7

除上述精選基金外，霸菱亦提供其他不同亞洲股票策略以供選擇，這些投資策略著重於質素、增長及上升空
間，旨在物色具有強勁長遠增長潛力的企業。 

如欲進一步了解詳情，請致電+852 2841 1411或發送電郵至BDG.HK.Wealth.Retail@barings.com聯絡我們
的銷售代表。 

霸菱香港中國基金

A類別美元（收益）表現 2, 5

可供投資的A類別股份類別

% 3個月 1年累積 3年累積 5年累積 年初至今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本基金（淨計） -6.49 -7.91 59.74 91.08 -14.79 54.55 25.88 -18.08 47.44 -4.06

基準指數 -7.34 -13.68 24.18 60.64 -17.48 30.75 22.41 -17.83 54.33 1.11

名稱 ISIN 彭博 理柏

歐元收益 IE0004866889 BRGHKGE ID 60013065

英鎊收益 IE00B3YQ0H18 BRGHKCA ID 68035314

港元收益 IE00B4YN5X00 BRGHKAU ID 68058295

美元累積 IE00B7JY6H00 BHKCAUA ID 68147404

美元收益 IE0000829238 BRGHKGI ID 60000680



重要資料

本文件僅供資訊用途，概不構成買賣任何金融工具或服務的要約或邀請。在編製本文件所載資料時，並未考慮可能接收本文件人士的投資目標、財務狀
況或具體需要。本文件並非、亦不得被視為投資建議、投資推薦或投資研究。

有意投資者在作出投資決策時，必須依賴自行對投資對象的優點及所涉及風險的判斷，在作出投資決定前，有意投資者應尋求適當的獨立投資、法律、
稅務、會計或其他專業意見。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文件所載觀點是霸菱的觀點。這些觀點是基於編製文件當時的事實，本著真誠的態度而提出，有可能發生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本文件的部份內容可能是以相信為可靠來源的資料為基礎。霸菱已盡一切努力確保本文件所載資料實屬準確，但概不就資料的準確性、完整性或充分性
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聲明或保證。

本文件所載的任何預測是基於霸菱在編製當日對市場的意見，視乎許多因素而定，可能發生變動，恕不另行通知。任何預計、預估或預測未必代表未來
將會或可能出現的表現。本文件所載的任何投資績效、投資組合構成或例子僅供說明用途，並非任何未來投資績效、未來投資組合構成及／或投資的指
引。任何投資的構成、規模及所涉及風險可能與本文件所載的例子存在重大差異。概不聲明投資將會獲利或不會產生虧損。在適當情況下，貨幣匯率的
變動可能對投資價值產生影響。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不可作為未來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應細閱發售文件所載詳情及風險因素。投資者不應僅根據此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

本文件由霸菱資產管理（亞洲）有限公司發行，並未經香港證監會審閱。

資料來源：

1. 林素亥、洪那玧及Kuldeep Khanapurkar於《指標》2020年度基金大獎（新加坡）中榮獲年度最佳基金經理（亞洲股票）—同級最佳獎。該獎項旨在表
彰於三年及五年期內，與基準及同行相比取得傑出且一致表現的個人／團隊。

2. Morningstar／霸菱。截至2021年11月30日。© 2021 Morningstar, Inc. 版權所有。本文所載資料：(1)屬Morningstar及／或其內容提供商專有；(2)不得
複印或分發；及(3)不保證準確、完整或適時。Morningstar及其內容提供商概不就因使用本資料而引致的任何損害或損失承擔任何責任。過往表現並不
保證未來業績。表現數據以美元計值及以每股資產淨值計算，總收益用於再投資。

3. 四分位數排名基於晨星類別—亞洲（日本除外）股票﹑東協股票和中國股票，並以晨星類別應用分數加權方法計算。

4. 彭博的數據及預測，截至2021年9月。

5. 霸菱亞洲增長基金的基準指數為MSCI亞洲所有國家（日本除外）總額淨回報指數。截至2019年12月31日，基準指數以MSCI亞洲所有國家（日本除外）
總額回報指數計算。霸菱大東協基金的基準指數為MSCI綜合東協總額淨回報指數。霸菱香港中國基金的基準指數為MSCI中國10/40總額淨回報指
數。由2008年2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基準指數為MSCI中國總額回報指數。由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基準指數為MSCI中國10/40總額
回報指數。請注意基準指數僅作為比較之用。

6. 霸菱，截至2021年9月30日。

7. 霸菱，截至2020年12月31日。

8.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截至2021年6月。

9. MSCI，《Asia Spotlight: Digital Economy—A reg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and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powered by digitization 》， 截
至2020年。

10. 請參閱霸菱亞洲股票投資平台小冊子以了解更多有關榮膺獎項的詳情。

*截至2021年9月30日

21-1904868

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 BARINGS.COM

霸菱為一家管理3,871億美元 *資產的環球投資管理公司，致力物色不同的投資機遇，
並在公共及私募固定收益、房地產及專門的股票市場構建長線投資組合。
作為美國萬通的子公司，霸菱的投資專才常駐北美、歐洲及亞太區，

旨在為其客戶、社區及員工提供服務，並竭力實踐可持續發展及負責任的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