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預測將成為	
新常態?

瑞銀投資者觀察

環球觀點/2017年第二季
香港市場視野



2

瑞銀財富觀點：不可預測的世界?

擁有超過百萬資產作儲蓄和投資的人士面對各種不同問
題，瑞銀財富管理透過《瑞銀投資者觀察》從國際性角度
分析這些問題。這一期的《瑞銀投資者觀察》對目前影響
這些高淨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及其未來計
劃的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這次我們訪問了來自全球七大市場（香港、日本、新加
坡、墨西哥、意大利、瑞士、和英國）逾2,800名百萬富
翁，以評估不可預測性為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帶來什麼影
響。當中包括香港地區的401名百萬富翁。

過去一年發生了許多令人出乎意料的大事，帶來了很多重
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影響。當中包括特朗普當選美國總
統、英國投票脫離歐盟、北韓局勢變得愈發緊張、引人矚
目的恐怖襲擊以及嚴重的自然災害等等。

我們是否生活在動盪的時代?

同時，一系列勢不可擋的長期趨勢繼續發展演化，包括氣
候變化、民粹主義浪潮的掀起、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的發
展。每個趨勢都可能帶來重大影響和不穩定因素。

世人對這個多事之秋是否正常抱有不同觀點。有些人認
為，我們生活在非常不可預測的時代，有些人則認為這些
事件與前幾代人所經歷的事件並沒有什麼不同。

那麼在高淨值人士眼裏，這世界到底有多麼難以捉摸?	
他們認為是什麼原因產生不確定因素?他們對此有什麼對
策?不可預測的時代將對他們的財富產生什麼影響?這一期
的《瑞銀投資者觀察》將為您一一解答。

我們訪問了2,800名	

百萬富翁，

?

這些百萬富翁分佈在七大市場：	

香港、日本、新加坡、墨西哥、	

意大利、瑞士、和英國。

每人擁有100萬美元	

的可投資資產

百萬富翁是否覺得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不可預測?為什麼?
不可預測的時代是由什麼引起的?人們如何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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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現在是歷史上最不可預測的時代…
  80%的香港百萬富翁認為現在是歷史上最不可預測的
時期。

  80%的香港百萬富翁認為當今的選民根據情感而不是
事實來做出選擇，局部地區的政治不確定因素明顯。

  在做出重大決定時，香港人依靠多種資訊來源，傳統
媒體廣受信任。

  但相對於世界其他市場，較多的香港百萬富翁（79%）
認為他們承受資訊膨脹之苦。

…全球經濟和地區政治…
  經濟風險主導香港百萬富翁的思維。82%的香港百萬
富翁將全球金融系統視為不可預測時代的始作俑者。

  在本地區，被訪者擔心當地政治和社會不穩定因素對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有所影響。

  80%的香港百萬富翁指出，短期風險令人分心，足以
構成一大挑戰，而大多數人則著眼於長期計劃。

不可預測的時代：我們的發現

1

的香港百萬富翁認為我們
正生活在歷史上最
不可預測的時代

80%

…對未來感到樂觀的人仍佔大多數
  69%的香港百萬富翁認為自己能準確評估不確定事件
所帶來的金融風險。

  尋找安全的投資也不是問題。儘管持有現金有許多弊
端，77%的香港百萬富翁仍然認為在不確定時期，持
有現金是安全的選擇。

  考慮到不確定因素，今年接近40%的香港百萬富翁計
劃持有更多現金，但同時83%的香港百萬富翁明白應
分散投資到亞洲以外的地方。

  總而言之，香港百萬富翁對未來的個人財務狀況和宏
觀經濟背景感到樂觀：52%的香港百萬富翁預計自己
的財務狀況在未來的12個月內將有所改善；而相比之
下，只有11%的香港百萬富翁預計自己的財務狀況在
未來的12個月內會變差。

  大多數香港百萬富翁（50%）也對實現自己的長期財
務目標感到樂觀。相比之下，只有12%的香港百萬富
翁對此感到悲觀。

「你無法控制當今世界發生的事情，
你只能為最壞情況做準備。」
受僱人士（男性，39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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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80%
社會狀態

新加坡84%
貿易障礙增加

日本79%
人口老化

意大利83%
年青人失業比例高

瑞士77%
房地產價格

英國82%
脫歐談判

墨西哥90% 
貪污

「您是否同意以下陳述：我們目前正生活在歷史上最不可預測的時期?」 
（非常同意或某程度上同意的受訪者所佔的百分比）

不確定性的最大來源是…

「一切都很不確定」
受僱人士（女性，36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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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80%的百萬富翁認為現在是歷史上最不可預測的
時期。這是什麼原因? 他們的想法正確嗎?

資訊來自可靠的媒體，但資訊膨脹問題普遍存在
由於媒體可以提供幾乎實時的消息報導，百萬富翁在做出
決定時會從不同的來源尋求資訊。但對於消息和數據的渴
求也存在資訊膨脹的弊端。

香港的百萬富翁是這種趨勢的典型代表。超過80%的香港
百萬富翁表示各種資訊來源幫助他們做出明智的決定。而
傳統資訊來源，例如電視和報紙，在香港備受信任，雖然
信任度還未達到新加坡同樣的程度。

爲什麼世界如此不可預測?

2

而對於社交媒體和網誌等新媒體，百萬富翁則持較為謹慎
的態度，雖然超過一半的百萬富翁在作決定時仍會信任這
些媒體。

但資訊的價值是有限的。接近80%的人表示他們受資訊膨
脹之苦。這個數字是世界上最高的，比新加坡和日本還要
高得多。

您在作重要決定時對這些資訊來源有多信任?
（非常信任或某程度上信任的受訪者所佔的百分比）

香港地區 全球

主流線上媒體

報紙

電視

社交媒體

網誌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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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到的是當地的政治穩定
正如全世界其他富翁一樣，香港百萬富翁認為選民更多依
據情感而非事實或專家意見來做出選擇。

同樣地，四分之三的香港百萬富翁認為政府只能對短期風
險做出應對，這個數字要比亞洲其他地方高得多。

科技能拯救我們嗎?
在一些國際市場，很少有人認為科技能幫助我們應對不可
預測的時代。而在香港，情況卻略顯不同。

認為大數據能幫助我們應對不確定因素的香港富裕人士比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60%的香港富裕人士同意該說法，
相比之下，全球只有46%的富裕人士持此觀點。

受訪者對於其他科技的肯定則少得多。只有38%的人認	
為人工智能是潛在的解決方案——這個數字要比新加坡	
低得多。

您認為以下哪些科技（如有）可以幫助提高世界的預測性?

有趣的是，對於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機械人，香港企業家
的態度比其他市場要積極得多。

百萬富翁也認為科技可為企業發揮重要的作用。超過80%
的百萬富翁認為創造和適應新科技將幫助企業應對不確定
因素。企業家和公司員工對此都有同樣強烈的感覺。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大數據 人工智能 機械人 社交媒體

香港 新加坡 日本 全球

「不要對不可預測的事件
過於情緒化。」
受僱人士（男性，50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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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未來做好準備時，百萬富翁認為需要分開短期衝擊與
長期趨勢。

香港的百萬富翁謹慎對待短期主義
大部分香港富裕人士重點關注長期和短期的不確定因素。
少數人只重點關注短期不確定因素。

儘管如此，80%的受訪香港富翁承認，短期風險經常分散
他們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法專注於長期投資，這個數字在
所有國際市場中是最高的。

短期或長期的不確定因素：	
哪一個更重要?

3

您是否同意以下陳述：「短期風險經常使我無法專注於長期投資」? 
（非常同意或某程度上同意的受訪者所佔的百分比）

同意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香港 新加坡 全球 日本

「在情況變得明朗之前，	
我們需要靜觀其變。」
退休人士（女性，63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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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地方的富裕人士不同的是，香港的百萬富翁最擔心
的是地區政治和社會狀態。就短期和長期而言，國內政治
風險是他們第二大擔心的問題。

本地的社會關點、全球經濟風險
在面對所有潛在的不確定因素時，香港的百萬富翁最擔心
的是經濟風險。全球富裕人士亦持有類似的看法，無論就
短期或是長期風險而言，經濟都是最受關注的。

82%的香港百萬富翁指出，全球金融也是不可預測因素的
來源。

造成這一擔憂的原因很明確。一半的香港百萬富翁指出，
社會越來越不穩定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大障礙。
近一半的香港百萬富翁指出，貧富差距所引起的社會矛盾
也是不確定因素的最大根源。

就長期而言，您最擔心以下哪些風險或不確定因素?

經濟風險

金融風險

國內政治風險

社會風險

家庭風險

環境風險

地緣政治風險

科技風險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香港 全球

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中長期發展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多

中國大陸對香港金融市場的依賴度降低

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放緩

人才的短缺

創新能力與技術的競爭力

網絡犯罪的普遍性

0% 10% 20% 30% 40% 50% 60%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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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最不可預測的時期」，香港百萬富翁針對他們
的財富和投資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不可預測因素是一種威脅，但可以克服
正如全世界的富裕人士一樣，香港富裕人士將不可預測因
素視為一種威脅而非機遇，儘管近一半的人認為不可預測
因素既是威脅也是機遇。

儘管如此，大多數人都有信心能應對不確定因素。近70%
的香港百萬富翁相信自己有能力評估這個不確定世界的相

您對自己能準確評估不確定的國際事件和趨勢所帶來之金融風險的能力有多少信心?
（非常或相當有信心的百分比）

不可預測的因素：是機遇還是威脅?

4

關金融風險，儘管這個數字比世界大多數地方都要低，包
括新加坡。

此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香港的富裕人士也比
其他地方的富裕人士更願意承擔風險。年齡在35歲以下的
人中有一半有這種感覺，雖然該比例在接近退休年齡的人
士中有所下降。

現金是不確定時期的首選
有些百萬富翁試圖透過保護其投資組合來應對不確定因
素。在香港，由於最近發生了不確定事件，四分之一的百
萬富翁檢視了他們的投資組合。另外56%的香港百萬富翁
亦準備這樣做。

為財富尋找安全的投資選擇不是問題。近80%的香港百萬
富翁認為安全的投資的確存在，而71%的香港百萬富翁則
認為香港是安全的投資市場。

儘管持有現金有諸多弊端，但對於注重安全的投資者來
說，持有現金也是不錯的選擇。77%的富裕人仕認為現金
能保障財務安全，尤其是45歲以下的人更是偏好持有現
金。有形資產，例如不動產和藝術品，也被視為安全的投
資。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意大利 英國 瑞士 墨西哥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不確定因素對我的投資 
組合毫無影響」
受僱人士（男性，35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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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國際上突發的意外事件，您是否正在檢視您的投資?

香港人認為持有現金很安全，這一點體現在他們即將為其
投資組合作出調整。近40%的香港富裕人士今年將把更多
資產轉爲現金。45歲以下的女性中有一半會決定這樣做。

百萬富翁們也正在考慮採用平衡的投資組合策略，但並沒
有考慮在其他地區進行投資。雖然絕大多數人認同在亞洲
以外進行多元化投資很重要，但面對不確定因素，只有不
到20%的香港百萬富翁將分散投資在美國，分散投資於歐
洲市場則只有12%的香港百萬富翁。

是，我計劃檢視我的投資，但還未開始

是，我目前正在檢視我的投資

不，我沒有檢視我的投資
因為我更關注長期投資目標

不，我還未打算檢視我的投資

0% 10% 20% 30% 40% 50% 60%

香港 全球

考慮到不確定因素的增加，在2017年，您準備如何變更您的投資組合?

持有更多現金

持有更多股票

選擇平衡的投資組合

持有更多債券

進行更多另類投資

投資美國市場

投資其他亞太區市場

投資歐洲市場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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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銀信心指數——按國家劃分

瑞銀信心指數追踪高淨值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的信心和樂觀程度。這個指數衡量百萬富翁對其個人經濟
狀況和世界經濟前景的信心等四項指標。我們透過分析計
算出人們對每項指標信心程度的平均值：

  對其未來12個月個人經濟狀況的信心
  對未來12個月經濟前景的信心
  對實現其長期財務目標的樂觀程度
  對全球長期投資環境的樂觀程度

瑞銀信心指數

5

從總體上看，信心程度很高
香港的富裕人士對其個人經濟狀況和宏觀經濟狀況相當有
信心，這也反映了全球的信心指數。

預計其財務狀況在未來12個月內會有所改善的受訪者比預
計其財務狀況會有所惡化的受訪者多近五倍。45%的受訪
者預計宏觀經濟狀況在未來同期會有所改善。

香港富裕人士的長期信心指數比短期信心指數要高，但沒
有新加坡富裕人士的信心程度高。

70%

60%

50%

40%

30%

20%

10%

0%
墨西哥 瑞士 英國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意大利

積極/樂觀程度 消極/悲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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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更加樂觀
在不可預測的年代，香港企業家比非企業家更加樂觀。

預計其財務狀況在未來12個月內會有所改善的企業家比一
般人多出16%。而15%的香港企業家預計其財務狀況長遠
會有所改善。

瑞銀信心指數–香港

60%

50%

40%

30%

20%

10%

0%

未來12個月的個人
財務狀況

未來12個月的經濟
展望

對實現其長期財務	
目標的樂觀程度

對全球長期投資環境
的樂觀程度

積極/樂觀程度 消極/悲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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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來自許多方面——金融系統、政治和政府的多種
形式、新媒體和傳統媒體。

短期思維很危險，長期規劃又存在大量風險。不可預測因
素更是一種威脅而不是機遇。

但百萬富翁對應對充滿不確定因素的世界仍然充信心。關
鍵問題是我們如何運用信心，我們的財富帶來實質的價
值。

以下四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應對不可預測的因素：

1.	 專注於長期。避免對短期事件或干擾因素做出反應。	
市場上有太多干擾因素，我們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專
注。

2.	 考慮每一個理財角度。投資、企業、家庭：各個理財
角度彼此關聯，需要制定一體化的理財規劃。

不可預測因素是生活的一個部分，	
但可以克服。

6

3.	 保持多元化的投資組合。分散投資於不同地區的多種
資產類別很重要。這樣做可避免本土投資偏誤的風
險。增加另類投資可有效抵抗全球和地區的不確定因
素所帶來的衝擊，並提供中至長期有吸引力的回報。

4.	 不要高估現金的安全性。現金總是有吸引力，尤其是
在這個不可預測的世界。但通脹使現金貶值，這意味
著就長期而言現金資產可能損害您的財務健康。

我們是否生活在歷史上最不可預測的時代?或許如此。我
們有信心能駕馭不可預測的時代是一件好事嗎?也許是。
這份信心能否在未來幾年內切實保障我們的財富並使其增
值?可不一定。

幾百年來，人們一直依賴第三者的觀點和建議以確保兼	
聽則明。在這個不可預測的年代，這樣的建議變得更加	
重要。

「你只能做好準備」
受僱人仕（男性，38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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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瑞銀財富管理
瑞銀是世界領先的金融公司之一。保障和管理財富是我們
工作的核心所在：我們為客戶提供投資建議和解決方案，
並幫助客戶在困難的市場環境中保障他們的資產。

長期以來，瑞銀一直以其領先的投資研究而聞名。您可能
也對我們的年度億萬富翁報告感興趣，該報告探究世界各
地超高淨值人士的態度和觀點。

關於本調查報告
瑞銀委託國際調查公司Censuswide調查全世界百萬富翁的
信念和態度。

《瑞銀投資者觀察》結合我們內部的觀點,	 透過這個全球
研究平台，幫助您暸解世界各地超高淨值人士的觀點、興
趣和顧慮。

關於我們和我們的調查報告

7

是次調查的對象包括來自世界七大市場當中的2,842名百
萬富翁（美元）：香港、日本、新加坡、墨西哥、意大
利、瑞士和英國。

我們在每個市場均訪問了至少400名百萬富翁，當中至少
30%的受訪者為女性。我們於2017年1月至2月期間在線上
完成調查。

在此項調查中，百萬富翁的定義是擁有超過100萬美元可
投資資產（不包括其主要不動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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