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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為跳板進入內地

瑞銀：家族辦公室數目穩增
環球市況波動，家族辦公室整
體投資回報下跌。不過，瑞銀與
Campden Wealth Research 昨日
發表《2019 年環球家族辦公室報
告》顯示，來港設立家族辦公室
的數字仍穩定增加，因香港是進
入內地市場的重要窗口，且資本
市場規模大，目前業務一切正
常。
香港商報記者 林德芬

本港政局持續不穩，瑞銀財富管理超
高淨值客戶部大中華區主管劉昌欣強
調，客戶最關注是經濟因素而非本港政
局，最常詢問中美貿易戰的走勢及對內
地的影響，因他們有不少資產為人民幣。雖然內地持
續開放市場，亦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
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的投資額度限制，
但外資要進入市場仍具挑戰，認為香港是最好的踏腳
石。

香港家族平均 42 歲接班

奉行保本投資策略比例急增
上述的全球趨勢亦反映於亞太區家族辦公室，因為
均衡投資策略同樣佔大多數(佔 57%)，並傾向保本
(23%)多於增長(19%)。目前，23%的亞太區家族辦公室
奉行保本投資策略，該數字高於 2018 年報告的 7.7%，
這可能是出於意識形態的轉變，因為該等家族(許多為
近年創富的家族)開始看重長期持盈保泰。其中，在香
港的家族辦公室有 60%採取均衡投資策略，保本則為
15%，增長為 25%。
全球各地很多家族辦公室正嚴謹的對公共風險市場
作出評估，並正為潛在的市場波動作準備。亞太區方
面，56%家族辦公室預計市場到 2020 年將出現下滑。
各家族辦公室為此開始計劃採取措施，以減低潛在損
失及把握新出現的機遇。

劉昌欣(右)表示，客戶增持固定收益資產，因憂慮未來幾年或現負利率。

2019 年環球家族辦公室報告摘覽
● 全球各個市場中，亞太區及新興市場家族辦公室錄得 6.2%最強勁的投資表現
● 12 個月間的全球平均投資回報為 5.4%
● 亞太區 40%家族辦公室現有參與可持續發展的投資
● 亞太區家族辦公室近半(49%)已制訂傳承計劃
貿易戰未明朗、地緣政治緊張及低利率預期下，劉
昌欣表示，客戶增持固定收益資產，但他們最大憂慮
是未來幾年出現負利率的可能性，瑞銀估計其可能性
為 40%，故客戶在資產轉移上趨謹慎。

私人市場資產表現最佳
瑞銀指，除直接私募股權投資外，發展中市場
的股票和債券(亞太區及新興市場仍然較其他地區
更多配置)表現亦略為跑贏其他地區 。同時，私人
市場在環球家族辦公室的所有資產類別中表現最
好 ， 亞 太 區 的 表 現 為 19% ， 高 於 環 球 平 均 水 平 的
16%。
房地產投資方面，環球平均回報為 9.4%，亞太區投
資回報為 8.9%，全球各地家族辦公室對有關資產類別
配置比重增加 2.1 個百分點。目前房地產投資佔環球

及亞太區家族辦公室平均投資組合的 17%。
報告又顯示，34%的家族辦公室有參與可持續發展
的投資，平均 19%的家族辦公室投資組合，目前投資
於可持續發展項目。在亞太區 40%的家族辦公室參與
可持續發展投資，在香港的比例更高達 41%。亞太區
64%的家族辦公室認為，到 2020 年全球大多數家族辦
公室將參與可持續發展的投資。
這份報告主要針對全球各地 360 個家族辦公室的主
管及高級管理人員進行調查，其中 80%為單一家族辦
公室及 20%為聯合家族辦公室，平均管理資產為 9.17
億美元(約 71.52 億港元)。
其中，亞太區 86 個家族辦公室接受調查，平均家族
財富為 9.08 億美元，管理資產為 6 億美元，其中包括
香港 21 個家族辦公室，平均家族財富為 10 億美元，
管理資產為 8.13 億美元。

港股後市難測 炒股不炒市
歐美股市周三普遍急跌 2%，但昨天港
股受影響有限，恒指上午最多只下跌
233 點， 並遠較亞洲區主要股票市場表
現為佳，而午後市況更受到政府擬訂立
禁蒙面法的消息刺激，港股由跌轉升，但全日成交仍
僅 625 億元，反映投資者入市意欲並未提升。
過去三個交易日恒指最低曾回落至 25778 點，但各
交易日收市均能重上 26000 點以上，昨天收市倒升 67
點，報 26110 點 ，顯示港股短期大跌的機會不大，恒
指在 25500 至 26500 點水平整固。筆者近期對大市走
勢的預測感到困倦，其實，影響近月港股表現的主要
因素，基本上沒有多大改變，主要仍環繞中美貿易談

萍心
而論

判、本地社會示威活動、美國減息，以及經濟數據欠
佳等。但這些事件的不斷發酵，令市場上不時有不同
傳聞及消息，令大市又進一步與基本面，甚至技術分
析脫節，因此，筆者對大市走勢作預測時，感到困難
及無奈。

眾多人為因素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 「善變」言論，以及本地示威活
動的發展結局如何，目前仍無法掌握，而經濟數據欠
佳，投資者對經濟前景仍悲觀；不過，大市間歇性受
到刺激經濟政策、中美貿易代表的正面言論支持，令
市況間中有反彈，但大市仍顯得飄忽不定。筆者早前

1仙股必有一升
本年度我輸得最慘的一隻股票，是中
國 農 林 低 碳 (1069)。 聽 聞 某 位 莊 家 入
場， 準備注入資產 ， 大炒特炒 ，但原
來，前半截的確是事實，不過大炒特炒
是向下的炒法而已。

港股
密碼

中國農林低碳升四成
據說，這位莊家的如意算盤，就是不停地沽股票，
收得多少就多少，至於上市公司變成不值錢的爛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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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
宏觀投資展望
2019 年第三季，中美貿易摩擦成為
環球投資市場的大主題，而本港的政
局亦成為宏觀的 「黑天鵝」，間接影
響環球避險情緒。各資產市場大幅波
動，美國聯儲局的 「保險性減息」，以及中國的最
優惠貸款利率 (LPR) 亦成為政策焦點，帶動債市的
急升、股市的起落和金市的突起，以上皆令投資者
進退兩難。到了第四季，我們應如何部署？

財星
睿智

焦點是環球貨幣政策

家族
投資

制訂傳承計劃的數目已顯著增加，近半(49%)的亞太
區家族辦公室目前已制訂傳承計劃。亞太區下一代接
班人傳承時平均年齡為 41 歲。當中，香港及新加坡平
均年齡分別為 42 歲及 39 歲。
自 2018 年首兩季到 2019 年首兩季，地緣政治局勢
升溫、經濟及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導致全球家族辦公
室整體投資表現按年回落，平均投資組合回報率只為
5.4%。亞太區及新興市場的家族辦公室最高平均回報
為 6.2%。不過，亞太區回報偏低，表現最佳的香港的
家族辦公室，投資回報亦只得 3.5%。
在投資策略方面，報告顯示家族辦公室最多採取均
衡、保本及增長等投資準則。2019 年的報告與去年相
若，56%受訪者選擇均衡投資策略。亞太區近半(46%)
受訪者為降低風險正重新調整其投資策略，而 39%是
為要捕捉可帶來的機遇，而 22%則會減少投資的槓桿
水平。

http://www.hkcd.com

那是以後的事了。唉，想當年，他把一隻股票炒高幾
百倍，沒錯，是幾百倍，雄風全沒了。我以為他好似
以前 「
咁勁」才買入。
我一共輸了二十多萬元，兩年前，是打個噴嚏的小
數目，隨便買買都七位數字，可是今非昔比，贏輸幾
萬元至十幾萬元，輸二十多萬元，已經很肉赤了。
寫這題目，皆因日前見到這股票升了四成……1 仙
變成 1.4 仙，正應了我的一條理論：1 仙股必有一升！
資深投資人、合眾會會長 周顯
(逢周五刊出)

預期 9 月恒指有望反彈至接近 28000 點，可惜在 27400
點已見阻力，並將 9 月份上半月的升幅完全蒸發。
由於美國與歐盟在關稅問題上又有爭論，加上特朗
普面臨彈劾調查，這會否令特朗普希望轉移視線，令
本月中美貿易談判立場轉為強硬，但這些均是人為因
素，實難以預測及判斷，加上 10 月份陸續公布第三季
經濟數據，內地會否有更多刺激經濟政策出台，目前
仍只能作揣測，但本港局面不穩問題如何發酵，現階
段仍是一個問號，因此筆者仍是繼續摸石頭過河，
跟進上述各項事件的發展，並將焦點放在揀股上。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 熊麗萍
(筆者沒有持有上述股份 逢周五刊出)

中國農林低碳(1069)

昨日收報 0.011 元

首先，焦點仍是環球貨幣政策。美國、歐洲和
日本料將會再次推行量化寬鬆政策，包括重啟購
債計劃等將陸續出台。因年內各央行已多次減
息，但市場和經濟都未見好轉，再減下去的作用
令人懷疑，倒不如直接把流動性注入市場，但料
與十年前的方式有所不同，主要是有 「目標地」
放水，如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 (TLTRO) 及長期
開放市場操作 (POMO) 等。可是，預期刺激風險
資產(如股市)的影響較少，主因除目標為本外，
個別地區的經濟比十年前更差，問題更多 (如歐
洲和英國)，但料對債市帶來一定的支持，畢竟在
避險加上政府與私人資金增持債券下，債息有可
能進一步下降。
財政政策是另一方向，比如減稅、增加基本建
設 等 。 參 考 中 國 固 定 資 產 投 資 (FAI) 過 去 廿 年 數
據，現水平為 5.5%，比最低值 5.4%只差毫釐，但
比廿年平均值約 20%仍有距離，顯示中國內地可
透 過 加 大 FAI 來 刺 激 經 濟 ， 當 中 最 可 能 的 是 科
技、電訊類(如 5G)和鐵路項目。另外，美國明年
為大選年，回顧 2016 年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
時曾提出大增基建項目，如今只聞梯響，料下年
將是其中一個大選主題，尤其是 5G、鐵路和航空
有關項目。以上皆對內需、原材料、水泥、基
建、機械，甚至能源類投資有利，亦影響中美
和香港股市的走勢。
地緣政治的影響日漸上升，當中貿易摩擦將會升
溫，不單是中美，歐美、美日、日韓等皆出現與貿
易有關的爭端，最新為歐美在航空市場出現爭議，
並在世貿交鋒，料對區內經濟造成打擊。對南亞市
場而言，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當中越南、印尼、
菲律賓等最有可能吸收遷出中國的資金和生產線，
影響環球生產鏈和資金流。
那各投資市場，如股、債、匯在第四季的走勢將
會如何？篇幅所限，下周再分享。
共勉之。
星展銀行(香港)高級投資策略師 李振豪
（逢周五刊出）

恒生指數

昨日收報 26110 點
升 67 點 (0.26%)

中美貿談前
營造良好氣氛
中美高級別官員貿易會議將於下周四
舉行，談判前，兩國所釋出的善意明顯
比以往大，這包括雙方早前宣布對部分
商品免加徵關稅並延遲實施新稅率；美
國大豆出口委員會及中國進口商消息指，中方將再
採購 60 萬噸美國大豆(目前已從美國進口超過 100 萬
噸大豆)，是半年來最大規模採購美國農產品；還有
美國財政部及白宮貿易顧問立刻澄清市傳將美國上
市的中資股除牌之謠言等回應。可見中美兩國都盡
力在會議前營造建設性氣氛，並希望在這次會面取
得進展。
雖然中美貿易問題已經歷時 18 個月，當中涉及兩
大經濟體長期的博弈，要一下子重回起點或完全放
下分歧並達成全面協議，並不是市場預期之內。反
而看見雙方用行動維持會前的良好氛圍，這無疑有
助達成初步或首階段性貿易協議，做法正如美國與
日本一樣，先達成農產品初步貿易協議，然後再開
展其他範疇的磋商，先易後難，這樣環球貿易的緊
張氣氛才得以紓緩。

長期
出招

港股 10 月或有驚喜

無升跌

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從避險資產變化來看，這兩周市場對日圓淨長倉
有所減少。根據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資
料顯示，投機性所持日圓期貨淨倉合約數目由前周
2.39 萬張，大幅減少 46%至上周 1.28 萬張。由此期
貨倉位部署可見，投機者目前認為日圓的漲勢降
溫，這有利環球熱錢流回向其他資產類別，包括股
票市場。至於美匯指數反覆上漲並升穿 99 水平，除
了反映市場對美元有一定需求外，還受到比重最高
的歐元下跌所影響。自歐洲央行上月 12 日把存款利
率下調至紀錄新低，同時宣布 11 月開始重啟量化寬
鬆後，歐元進一步走弱。
本港經濟縱然面臨嚴峻的挑戰，經濟滑坡看似疑
無路，但憑藉香港多年來克服種種困難的經驗和毅
力，再配合刺激政策適時推出，相信大市光明又一
村。
長雄集團董事 吳進德
（逢周五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