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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投资者观察：难以预测的世界?

瑞银投资者观察是瑞银财富管理对拥有七位数资金储蓄和
投资的人士所面临问题的国际分析。在每期中，我们深入
研究影响这些高净值人士(HNWI)及其未来计划的当前问
题。

在本期中，我们对全球七个市场（香港、日本、新加坡、
墨西哥、意大利、瑞士和英国）的2800名百万富翁进行了
访谈，以评估不可预测性如何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

过去一年，世界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造成重大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包括唐纳  •  川普当选为美国总
统，英国投票脱离欧盟，朝鲜出现紧张局势，高调的恐怖
袭击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等等。

我们是否生活在动荡时代?

同时，一系列强劲的长期趋势持续存在，包括气候变化、
民粹主义潮流的上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每一趋
势都有可能造成重大混乱和不确定性。

对于这是否不同寻常，众说纷纭。有人觉得我们生活的时
代不可预测，也有人认为这些事件与前几代人遇到的并没
有什么不同。

那么，在高净值人士心中，世界究竟有多大的不可预测性?
在他们看来不确定性的驱动力是什么，他们如何回应?不可
预测性对他们的财富有什么影响?本期瑞银投资者观察旨在
回答这些基本问题。

我们调查了

2800位百万富翁的看法…

?

他们来自七个市场： 
香港、日本、新加坡、墨西哥、
意大利、瑞士和英国

…每人至少有
1百万美元可投资资产

百万富翁是否认为世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为什么?是什么导致
了不可预测性，以及人们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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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是有史以来最变幻莫测的时期…
• 我们访谈的百万富翁中，82%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变幻
莫测的时期。

•  政治的不确定性是主因。71%认为选举出来的政府只
能对短期危险作出响应。更多百万富翁认为，如今选
民根据情绪投票，而不是事实。

• 68%认为信息负担过重。在大多数国家，对传统媒体
的信任度仍然很高，对数字媒体的评价却不一。许多
受访者认为媒体的报导也会出现不确定性。 

…在金融和经济风险的推动下
•  经济和金融形势被视为全球不确定性的最大原因。特
别是，全球金融体系是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性因素。

• 相比短期风险，百万富翁更注重长期风险，但72%的
百万富翁仍然被短期风险分散注意力。

• 在百万富翁心中，不可预测性更多的是威胁，而不是
机遇。

不可预测性：我们发现了什么?

1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受雇/继承（男，42岁）- 瑞士 的百万富翁认为我们生活

在历史上最不可预测的时
期。

82%

…对于未来，乐观主义盛行
• 77%的百万富翁认为他们能够准确地评估不确定事件
带来的金融风险。

• 百万富翁认为为他们的财富找到安全的地方投资不是
问题：75%认为现金在不确定时代是一个安全的选
项，虽然持有现金资产有种种不足。

•  在他们的财务状况和更大的经济形势方面，他们对于未
来保持乐观：51%预期他们的财务状况会在未来一年
内改善，而只有13%预期会恶化。大部分(57%)对于实
现他们的长期财务目标也很乐观，只有11%持悲观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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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不可预测的时期?”
(强烈同意或有些同意的比例)

国内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什么？

香港: 80%
社会状态

新加坡: 84% 
更大的贸易壁垒
的风险

日本: 79%
人口老龄化

意大利: 83%
国内年轻人失业率
居高不下

瑞士: 77%
房地产价格

英国: 82%
脱欧谈判

墨西哥: 90%
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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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访谈的百万富翁中，82%认为这是历史上最不可预测
的时期。是什么推动了这些观念，它们正确吗?

这种认识反映在百万富翁对媒体、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全球
金融体系的态度上。所有这些都被视为不确定性的来源。
但是当涉及到现实世界中的行动时，人们的看法和行为之
间存在距离。

媒体在不确定时代的角色
随着新闻供稿几乎实时产生，百万富翁在作出决定时会使
用广泛的信息来源。

2

对个人媒体来源的信任差别很大。富人通常会相信报纸 
(70%)和主流电视的报道（63%）。

对电视的信任在不同的地区间有很大差异，意大利和墨西
哥仅有一半的受访者信任电视，而在英国接近四分之三。
年纪较大的受访者喜欢报纸和电视。年轻的百万富翁则对
数字媒体更加热情。

然而，信息太多可能是一件坏事。68%的受访者认为信息
负担过重。

在作出重要决定时，您对这些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如何?
(强烈或有些信任的百分比)

电视 报纸 主流媒体网络 博客 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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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世界让人觉得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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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确定性各异
对于不同政治制度造成的不确定性程度，百万富翁的分歧
很小。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在民粹主义时代，舆论和选民
的决定是由情绪而不是事实推动的。

然而长期而言，81%的人认为民主选举有助于社会和经济
的稳定。

各年龄组别的政治态度差异很大。65岁以上的百万富翁强
烈认为独裁政权或一党政府与不确定性相关。年轻的百万
富翁似乎更担心民主制度太短暂，并认为强大的个人政治
领导人长期而言是最有效的。

考虑地缘政治对不确定性的影响，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
(强烈或略微同意的比例)

更强势，更有力的领导者
长期最有效

当选的政府只能对短期
危险作出回应

民主选举有助于长期的
经济和社会稳定

18 – 34 岁 35 – 44 岁 45 – 64 岁 65 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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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能拯救我们吗?
我们可能希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科技可以帮助我们预测
未来。但只有少数受访者相信这些技术能够提高世界的确
定性。

“在进行金融投资决定之前，我总是先
考虑政治和经济的不可预测性”
受雇，有继承财富（男，31岁）- 意大利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不可预测的
世界中，情绪被置于事实之上”
受雇，有家庭财富（男，46岁）- 瑞士

您觉得以下哪种科技（如有）可以使世界更具可预测性?

大数据

机器人技术

人工智能

社交媒体

70503010 60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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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未来做准备时，百万富翁认识到需要将短期冲击与长
期趋势分开。

避免短期主义
百万富翁表示，他们更关心长期的经济和金融风险，而不
是当前的全天候头条新闻。尽管如此，百万富翁还得艰难
地阻止每日新闻的噪音。

短期或长期不确定性：
哪个影响更重大?

3

你最关心长期还是短期的与全球事件和趋势相关的不确定性?

日本 香港 墨西哥 意大利 新加坡 英国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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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心短期不确定性 对短期和长期确定性同样关心 更关心长期不确定性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短期风险经常使我在长期投资规划中分心（强烈或有些同意的比例）

18 – 34 岁

45 – 64 岁

35 – 44 岁

65 岁以上

70 80503010 6040200

近四分之三（72%）的受访者表示短期波动使他们脱离长
期投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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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以下的百万富翁更有可能被最新的媒体报道或意外事
件分心。

香港和新加坡的受访者承认，直接风险尤其会使他们的注
意力从长期规划中转移出来。

金融体系常常会造成震荡
经济和金融风险在短期和长期一般都会超过政治、社会或
环境问题。事实上，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全球金融体系会
产生不可预测性，而不是消除它。

企业应该把目光放得长远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公司太关心短期风险，而忽视了长期的
挑战。股东和投资者同样有错 - 他们对未来几个月的关注
远远超过未来几年或几十年。

最让人关心的短期干扰信息通常最触及痛处。尽管全球出
现紧张局势而且民粹主义在许多国家兴起，但百万富翁似
乎对全球地缘政治混乱的可能性漠不关心。

同时，他们对国内政治风险的看法也差别很大。墨西哥和
香港的受访者认为国内政治风险较高，但是瑞士和日本的
受访者却很少担心。

以下哪些可能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原因让您在短期和长期内最为担心?

40 4035 50

经济

地缘政治

金融

社会

环境

国内政治

科技

0 105 2015 3025

家庭

长期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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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认为在本国投资风险较小。他
们期望以安全的做法保存财富，而不是分散财富。

简而言之，他们有时候会持有偏见，恰恰正是专业顾问警
告他们要提防的。

所有这一切都与投资最佳实践相违背：接受专业建议,在全
球范围内，实现跨资产类别使投资组合多样化。

那么百万富翁们实际上是如何在“历史上最不可预测的时
期”进行投资选择呢?

不可预测性：是机遇还是威胁?

4

自信还是自满?
大多数百万富翁似乎都相信，他们可以在不削弱财务的情
况下渡过动荡时期。

他们认为经济和金融风险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他们对
世界公司和金融体系存在严重怀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
自信地迈入未来。

超过四分之三（77%）的百万富翁声称有信心评估财务风
险  -  尽管财务风险对他们的财富构成潜在的威胁。一小部
分（11%）甚至将与不确定性相关联的金融波动视为一个
机会。

“不确定性带来了风险，也带来了机会”
受雇（女，34岁）- 新加坡

意大利 墨西哥英国 新加坡瑞士 香港 日本

您对于自己能准确评估与不确定的全球事件和趋势相关的财务风险的能力有多自信?
(非常/相当自信的百万富翁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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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因最近意外的全球事件而在审视您的投资?

在不确定的时代，我应该向何处投资?
有些人尝试使他们的投资组合更保险，以应对不确定性。
四分之一（28%）已经在审视他们的投资。更多的(48%)
计划审视但尚未执行（45岁以下的百万富翁里面有一半以
上属于这一类别）。

压倒性的86%的受访者在作出重要决定时相信自己的直
觉，很多百万富翁依靠同行的建议。四分之三的百万富翁
表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会相信聘请的专家提出的建议。

但许多百万富翁表现出一些偏见，这些偏见可能会破坏他
们长期投资成功和实现目标的能力。

我正在审视

我计划审视但尚未执行

我没有审视，因为我关注长期

我没有考虑过审视

28%

48%

17%

6%

例如，即使在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情况下，现金与其他资产
类别相比表现不佳，依然有75%的受访者认为现金是一个
安全的选择。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实物资产例如房地
产、艺术品和酒是安全的投资。类似比例的受访者认为他
们的国内市场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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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务实的态度。先后退一步观察事
务，然后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行政人员（男，59岁）- 香港

“保持冷静，不要对每日的新闻报道s立
即作出反应，袖手旁观趋势”
企业家（男，71岁）- 英国

比较年轻的百万富翁对能为他们提供的安全港特别有信
心：认为他们是最大胆的年龄组是一个错误。

年长的百万富翁成为金融危机后经受考验最多的人。65
岁以上的受访者中大部分要么更加愿意冒险，要么认为
他们的态度并没有转变。

金融危机之后，我不像以前那么愿意承担风险了

回想2008年的金融危机，您认为它对您的风险态度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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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34 岁 65 岁以上35 – 44 岁 45 – 64 岁



13

瑞银信心指数用于跟踪高净值人士的信心和乐观度。该指
数从四个方面衡量百万富翁对自身前景的信心和对世界经
济的展望。我们通过分析产生了对以下各方面有信心的百
万富翁的平均数量：

• 对未来12个月个人财务状况的信心
• 对未来12个月经济前景的信心
• 实现其长期财务目标的乐观度
• 对全球长期投资环境的乐观度

瑞银信心指数

5

企业家和年轻人最有信心
尽管生活在一个他们认为很难预测的时代，指数表明他们
的信心仍然很充足。百万富翁对个人前景的情绪一般高于
对世界整体前景的情绪。而且长期信心强于短期。

年轻的受访者明显地比年长的受访者更加乐观。企业家是
所有群体中信心最高的人群。

虽然受访的墨西哥百万富翁中90%认为我们生活在“历史
上最不可预测的时期”中，但他们是最乐观的。日本和意
大利的企业家信心则要低很多。

瑞银信心指数 - 按国家分类

瑞银信心指数 - 按年龄分类

65 岁以上18 – 34 岁 35 – 44 岁 45 – 64 岁

积极/乐观 积极/乐观

意大利墨西哥 英国 新加坡瑞士 香港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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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来自许多方面——金融体系、各种政治和政府形
态、新式和传统媒体源等。

短期思维是危险的。长期风险非常多。不可预测性更多地
是威胁而非机遇。

但应对我们这个不确定性世界的信心很足。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为我们的财富将这种信心转化为有形的成果。

以下三点在应对不可预测性方面特别有帮助：

1. 着眼于长期。避免对短期事件或干扰作出反应。市场
上有太多干扰因素，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专注。 

虽然不可预测性是不可改变的现实， 
但也是可以应对的。

6

2. 保持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分散投资于多类资产和地区
很有必要。这有助于避免本国偏好带来的风险。增加
另类投资可为全球和地区不确定性提供多一重保护，
同时带来有吸引力的中长期收益机会。 

3. 警惕对现金安全性的高估现金可能始终都是有吸引力
的，特别是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但通胀会侵蚀
它的价值，即现金资产在长期而言会损害您的财务状
况。 

我们是否生活在历史上一个最不可预测的年代?可能是。自
信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安然度过是件好事吗?很可能。
这能保证在未来成功地保护和增长财富吗?不一定。

几百年来，人们依赖外部的声音来提供清醒的洞察和妥善的
建议。在一个不可预测的年代里，这种建议愈显重要。

“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情不可预料。
我们必须沉住气，冷静地做出决定。”
女（30岁）-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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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银财富管理
瑞银是世界领先的财务公司之一。我们的核心业务是通过
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和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在不同的市场
环境中保护他们的资产，以此保护和管理财富。
长期以来，瑞银领先的投资研究一直闻名于世。
您可能也会对我们的年度亿万富翁报告感兴趣，该报告探
讨的是世界百万富翁的态度和观点。

关于我们和本调查的更多信息

7

关于本调查
瑞银委托国际研究公司Censuswide对全球百万富翁的观点
和态度进行了调查。

瑞银投资者观察报告结合我们自己的洞察，是一个可以帮
助您了解全世界高净值人士的观点、兴趣和关切的全球性
研究平台。

本次调查的对象包括世界七个主要市场2842位美元百万富
翁：香港、日本、新加坡、墨西哥、意大利、瑞士和英
国。

在每个市场中至少调查了400人,而调查对象中至少30%为
女性。访谈于2017年1月和2月在网上进行。

在这项研究中，百万富翁被定义为拥有可投资资产（不包
括主要房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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