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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事、伙伴与客户，

2020一整年的生活都离不开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关系到几乎每一个人。无可置疑的是，它将会在历史

上被记载为不想再忆起的一年，但却又有些领悟值得牢记的一年。此次的病毒全球大流行酿成一场在人文、公

共卫生和经济上罕见的危机，严重冲击世界各地许多人的生活，其中也包括太信环球大家庭里的伙伴以及他们

的亲友。对于在这次疫情艰难时期遭受到不良影响的人们，我谨在此表示诚挚的慰问。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在近一年前将新冠病毒COVID-19定性为大流行传染病以来，该病毒已经在世界各地

四处肆虐，造成数以千万计的病患或人命损失、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流失，许多小企业将再也无法重新

经营。放眼未来, 前景是如此的难以把握。

而且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何时，或者是否，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更重要的

是，这种流行病将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不可磨灭的烙印。。。

从容自若迎向
COVID-19新常态，
精益求精持续追求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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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过程中，我敢肯定这些日子以来，您曾听到家人或许多朋友说，他们期待大流行尽快结束或希望能

早日接种疫苗。可以理解的是，在经历了整整一年大流行的折腾之后，许多人都希望能回归正常，并期待着恢

复到旧有的生活常态。

但遗憾的是，我也观察到即使深陷在危机里，也很少有人会藉此机会自我反思或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最

近的这场疫情进一步暴露了国际社会根深蒂固的无能为力或固执不变，无法为社会问题带来永久性的正面改变

。从我们一次次未能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气候变化、收入分布不均、种族不平等

、贫乏居住条件、食物与食水安全等等课题。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在疫情下生活快一年了，但您是否发觉到周边很少有人

提及，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再面临类似的破坏？

我们是否没有从新冠疫情的经验中汲取任何教训？还是说经历了此次的不便和挑战，终于让我们自觉地改

变生活方式去接受各种约束，以便减少未来的生活受到干扰？

我希望答案会是后者。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将是我们一生中面临的最后一次重大灾难。。。

只有通过自觉性的改变自身行为，努力去追求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世界，我们才有可能不单只解决这次疫情

的根源成因，同时才能解决其它环球长期风险的根本问题，比如说灾害性甚而过之的气候暖化问题。

一切如常？

就像世界各地的数千万人一样，今年我避开喧嚣繁忙的办公室环境，隔离在家中给您书写这封信函。对于

某些人来说，突然转换入居家工作模式的变动是一场噩梦。由于作息界限模糊，或必须时不时应付孩子和家人

的干扰，以致工作与家庭生活作息常态失衡而为之懊恼。但也有些人认为免除了上下班的穿梭来往，可以取得

更高的工作效率。

对我个人而言，居家工作并没有影响我的常规工

作，总的来说就是‘一切如常’。像其他所有人一样

，出于必要，我依靠Zoom和其它传递平台与团队保

持实质联系。

但这真的是“一切如常”吗？我一

直都对此存有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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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深究的话，表面上‘一切如常’肯定是事实。毕竟，工作仍是完成，效率也似乎没有大幅下

滑。既然如此，今后的企业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实体的办公室？现在，请考虑一下。。。办公室的作用或目的是

什么？

办公室仅仅是员工上班的实景空间吗？让他们有个座位？让他们能使用办公室里的电脑执行任务？如果这

些就是办公室的全部作用，那么我会认同在当今数码世界中，办公室似乎完全是多余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将办公室视为是人类实际互动的催化剂，它

可以促进协作、解决复杂的工作挑战、激发创意、以及更重要的是提升同事之

间的情谊与凝聚力。那么企业保持办公室的存在就变得更有意义了。

我们有许多客户都是就职专业人士，我敢肯定很多人都还记得发生新冠疫情之前的一些工作情景，譬如我

们以前每天与同事们共进午餐，还有一些举手投足友好温心的小动作，比如接收同事冲泡的一杯咖啡或茶、或

者彼此在茶水间分享零食时的闲聊。

这些只是办公室里一起工作中无形但不可或缺的一些示例。可惜的是，无法通过Zoom复制这些给我们。

从建立太信环球一路成长以来

，我的个人经历提醒我必须时时

珍惜和重视面对面的人际互动，

并寻求与太信环球大家庭里所有

成员建立牢固的关系。

有句名言这么说：“如果你想

走得快，那就独自走。如果你打

算走得远，就结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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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太信环球创立以来，我们致力协助客户安然度过市场冲击、危机风暴、政治动荡与经济衰退，

在此过程中，我们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其中一个经验便是，在危机和不确定的时刻，客户更需倚赖我们的专业，

而这也正是我们一直致力而为的事：在困难的时刻与客户站在同一阵线作其坚

强后盾。

当我在思考如何总结2020年所发生的事项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在面对新冠疫情

的挑战肆虐时，我们能够快速地去适应急剧的事态变化，并在整个一年中继续完成对客户的承诺，这让我深感

与有荣焉。当疫情突然猛烈袭来时，我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以确保将疫情对我们核心服务的干扰降至最低，

即使这意味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在这前所未有的时段里，我们刻不容缓地向所有同事、伙伴和客户伸出及时的援手，例如：

共同克服新冠病毒的挑战

1 2

通过分享准确、科学的疫情相关信息，采取防

控疫情措施，安排“居家工作”和保留工作岗

位等等，以此维护同事们的福祉。

我们在功能完善的网络平台与科技领域的早期

投资，促使合作伙伴能够通过远程方式继续提

供所有关键服务，其中包括投资管理、客户开

户指引和网上认购。

3 4

推出“CEO”广播平台网站，与客户分享重要

的市场信息更新以及加强交流，借此帮助他们

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及时推出量身定制的投资方案，以解决客

户由于突发危机而引起的紧急需求。如太信环

球托管交易账户（MTA）关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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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十年的零利率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投资者已意识到整个债券体系再也

不能够提供稳定的入息，或在发生危机时被有效地充当投资组合里的对冲工具。

尽管许多人希望2020的到来市场能够恢复旧常态，但新冠病毒出人意料的突袭，迫使各国政府在拯救各

自的经济时，采取别无选择的政策措施，故此加剧困扰市场的已有问题。为了确保市场有充足的消费及流动性

，政府庞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一再向市场注入大笔现金。再加上美联储承诺随后数年的利率将长期维持在

极低位，这进一步使投资者面对股票高估和低质债券的风险。

因此，包括‘储蓄者’在内的许多投资者为了寻求可观入息，只好将他们的资金配置到风险较高的资产中

。于是许多人最终须涉猎股票或大宗商品投资，不幸的是，他们很快地就会在价格波动加剧下进退失措。

许多客户向我们反映他们需要的是固定入息，同时也有部分资金规模较小的客户希望能够借助杠杆作用增

长资金。然而正处环球危机当头，有谁愿为他们提供杠杆借力呢？秉承我们共享成果的企业传统，我们运用了

我们的防抗危机策略，为客户量身定制一项创新的解决方案，将入息型和增长型投资者的需求契合起来，组成

‘双赢’的投资结构。

通过我们内部开发的“托管交易账户” 关联计划，增长型投资者能够借助

入息型投资者的资金寻求更高的增长潜力。对等交换，入息型投资者提供资金

杠杆借贷从中获得保障固定收益。

在疫情危机导致的低收益以及

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环境里，数以

百万计的投资者感到孤立无援。

与此同时，我们的客户却可转向

我们寻求庇护和解决之道。

为客户量身定制及时的解决方案以度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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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持续的需求，我们最近发放了第二批限量的关联计划的票据配额。对于那些在首批发行时有意愿

但未获得配额的投资者，希望您能够在此次认购截止前抓紧机会。

我们放宽了此投资计划的准入门槛，目的是要确保有需要协助的投资者都

能够得以参与，最终能安全渡过这段艰难和充满挑战的时期。

2020年的疫情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受到限制，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感觉在这整年里时间

似乎过得特别快。许多人都说2020年是“被时光遗忘的一年“，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当蓦然回首时，我不认

为我们会忘得了这一年。。。

以“不寻常”来形容2020年所发生的一切似乎过于轻描淡写。在我从事金融事业的40年里，从未经历过

这样的事情。这次的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公共卫生，工作，生活各方面造成灾难性冲击的速度和严重程度

，超过了近期任何其他的全球危机。

在疫情爆发以后，全世界许多人在2020年优先关心的社会问题，无疑已从疫情前对理想社会主义的期许

，转移到人类生命和健康的解决问题上。尽管发生社会动荡和抗议示威浪潮，但为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和

法纪等等普世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却都因疫情考量而被迫退居其次。为了专注对抗新冠疫情而实施的政府干

预措施更进一步恶化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种种弊端。

政府干预是造成市场弊端的主要推手，接连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导致自由

和公平市场的丧失、资产泡沫的形成、以及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2020：不寻常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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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崛起占据了国际主导力量，继而在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恶化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纠

纷的国际标准上进一步制造紧张。

在2020年第一季度里，当戴着神秘黑纱的新冠病毒威胁和其终极冲击仍是非常不确定时，许多投资者都

急于避险而选择安全性，竭尽全力降低投资风险，并恐慌抛售所有可以出售的资产包括避险债券，以筹集现金

。虽然在动荡时期，投资者放弃股票和垃圾债券等风险较高的资产是很自然的，但甚至连主权债券和投资级别

公司债券也从中撤离，这突显出投资者恐慌地涌向现金的极度紧迫感。

然而当我们进入下半年后，市场情绪突然开始转变。。。

许多人对疫情持续存在的威胁以及对经济潜在的深远影响视而不见，反而将注意力放在疫苗接种或刺激措

施会主导经济复苏的期待。于是在短时间内，投资者再次将资金重新投入在风险资产上，市场从“抛售一切”

突然转变成“买进一切”。

所有市场腾升的源头都是由大量流动性资金所诱发的。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经济复

苏的期望，并催升欢腾的乐观情绪，导致股票、石油、黄金、比特币等几乎所有其他商品都大幅攀升。随着宣

布了COVID-19疫苗开发取得突破的消息，再加上难以捉摸、不守常规的特朗普下台后，这股乐观情绪被进

一步提升。

尽管市场的惊人涨势使投资者欣喜若狂，但许多人也同时担忧蜂拥入市将导致“融涨”泡沫风险， 包括

美元大幅贬值和通膨加速引起经济不稳定的等等风险，这一切都是空前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最终将导致的非政策

本意之负面后果。

将会是什么事件触发投资者从欣喜蜂拥入市再度转入恐慌抛售呢？又或是

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也许是当有证据显示经济已开始恶化，或央行有撤回政策

支援的迹象时都有可能破坏这片美好景象？谁知道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虽然如众所周知，市场价格通

常反映的是对未来的判断，而不

是当前的情况，但投资者如今表

现的市场价格行为却似乎完全没

当疫情存在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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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们过往的历史沿革，我相信许多客户已经目睹并体验到我们的运营与创新方式，即使在数次市场危

机中，我们依然毫发无损，反倒能转危为安而表现得更胜往昔。

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段轻松的历程。因为要积极有效地管理不确定性，这需要更多的策划，更多的科技

支援，更多的协作，更多的开支，更多的一切。

然而，即使这意味着需要走一条更长更曲折的道路，我也不会改变初衷，

因为我一直认为，积极主动的投资方式是使我们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也

是确保客户得到长期成功的关键所在。

您可以说，尽管有时候面对怀疑者和主流的批评，我们有勇气也敢于持与众不同的主张。但是在我看来，

这份底气得感激于我们拥有客户一直以来坚定不移的支持。。。

这正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丝毫不懈地追求成为

最优秀的积极管理模式基金经理的原因。在风险管理

框架内，我们始终会考虑并积极去策划市场会突如其

来发生动荡的可能性。

在理论上，我们经常说风险是可以衡量及管理的

，但是在当今市场上，风险本身属性极具不确定性。

实际上，我们需要管理的其实是市场的不确定性，知

道哪些是已知的未知数 （市场正在留意但尚未知结

论的事项）、以及如何应变未知的未知数（暂无警示

的未知事项）。我们不止需要积极主动去管理风险，

也还要具备出色的宏观视野来对风险可能性进行了解

、做好准备及随时做出反应。

但我们知道，也应从这个不寻常的一年中肯定认识到，未来是永远充满不确定性。我敢肯定金融市场里没

有人预知随后会有病毒大流行爆发。因此我们有必要明智地意识到市场常有重大变化，尤其是市场情绪，它从

本质上说是出乎意料和难以预测的。

正如我在过往的信函与讲座中多次强调：“今天行之有效的方法未必明天

仍会奏效；投资中唯一可确定的就是市场存在着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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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许多投资经理在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加速转型，破坏和不确定性时倍感沮丧，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应对

危机、积极管理与科技创新上囤积的丰富经验，使我们的业务平台与投资业绩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继续茁壮

成长。

事实上，大流行病引发的短期波动，印证了我们数十年来一直采用的积极

管理投资方式有效性。

尽管面临2020年的挑战，我们仍持续为伙伴和客户创造一贯性的双位数回报：

感谢客户在多年前做了选择投资于我们的果敢决定，这说明许多客户远见

卓识，才会因而认同太信环球的投资主张。

今天当我们并肩一起克服后新冠疫情时代的挑战，迈向另一番新局面时，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新常态，管

理好不确定性并在需要时做出自我调整。政府干预和民粹主义的威胁将继续增长，生活在后新冠疫情的世界将

会面对越来越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投资者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灵敏地去实现其目标。

正如我经常提醒我的团队时说的一样：“我们不需要比其他人更聪

明，但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绝对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整装待发。” 

尽管2020年的市场形势动荡，
但回报率始终保持在稳定的双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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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信环球主选策略私募基金

2020年回报率： 15.28%
累积回报： 4,942.09%

累计回报：1999年1月  至  2020年12月

CPS-Master Private Fund

4,942.09%

累计回报：2013年12月  至  2020年12月

CP Global Alpha Fund

178.35%

累计回报：2013年9月  至  2020年12月

CP Multi-Strategy Fund

156.68%

太信环球正值收益基金

2020年回报： 15.21%
累计回报： 178.35%

太信环球多元策略基金

2020年回报： 15.57%
累计回报： 156.68%

HONOR ROLL H1 2020

太信环球多元策略基金于2020上半年被纳入Preqin（普瑞其数据研究机构

）荣誉榜，并被评为亚太地区表现最佳的对冲基金之一。

普瑞其的数据来自追踪亚太地区超过970多家对冲基金经理和3100只对冲

基金的表现。自然的，太信环球能与榜单中的其他大牌经理一起被公认为顶尖

表现者之一，我们确实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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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1%

101.66%
102.39%

61.83%

© 2018 Morningstar.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information, data, analyses and opinions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1) include the proprierary information of Morningstar and
Morningstar’s third party licensors; (2) may not be copied or redistributed except as specifically authorised; (3) do not constitute investment advice; (4) are provided solely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5) are not warranted to be complete, accurate or timely; and (6) may be drawn from fund data published on various dates. Morningsta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trading decisions, damages or losses related to the Information or its use. Please verify all of the Information bedore using it and don’t make any investment decision except
upon the advice of a professional financial adviser. Past performance is no guarantee of future results. The value and income derived from investments may go down as well as up.

2021

五年累计回报 （时间段：2016年1月1日  至  2020年12月31日）

太信环球主选策略私募基金 太信环球正值收益基金 太信环球多元策略基金

全球证券：MSCI 全球证券指数

太信环球基金回报与市场基准对比（%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太信环球主选
策略私募基金

太信环球正值
收益基金

太信环球多元
策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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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科技，正如各位当中许多人对我们的了解那样，科技创新根植于我们的DNA基因中。从早期开始，

我们便已经做出重大决策，要及早投资并着重投资于新科技。我坚信这些决策对于帮助我们持续取得领先的优

势至关重要，而我们对科技的关注也将继续维持不变。

然而，除了自行开发科技支持我们投资管理的核心能力和整个客户服务平台之外，我们的科技投资项目也

在不断发展。对于那些投资于太信谋略收益基金的投资者，我想借此机会为您提供一些有关基金的及时更新信

息。

虽然托管交易账户（MTA）目前的交易数据仍然有限，但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录得非常可观的

7.89%回报。当我们按着计划实现预期的业绩路径的同时，团队也正在不断努力完善MTA所采用的技术，以

实现更佳绩效，例如自动执行交易操作上的人工智能驱动的风险和规模计算系统。

太信谋略收益基金：最新进展

太信环球托管交易账户

2020年7月至2020年12月

累计回报：7.89%

累计回报：2020年7月  至  2020年12月

CP Global Managed Trading Account (MTA)

太信谋略收益基金于2018年

推出，其结构是将创业资本投资

的惠益与经过验证的固定收息策

略绩效结合起来。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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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我们特意设计一种选择权利，即是基金投资者可以在创投公司的商业模式被证明

是成功的情况下，才须决定是否将收益基金转换成创投公司股份。否则，投资者将继续享有其固定收益投资的

红利。

当时，创投公司原始计划中的商业模式构想是围绕着一个科技生态圈，逐步纳入以下阶段的发展：

首先，我要宣布并祝贺团队成功地获得马来西亚证券事务监察局颁发的数

码投资经理(DIM)执照。

此执照由BH Global Fintech Solutions Sdn Bhd持有。该公司是太信环球与其马来西亚的投资顾问

伙伴BH Global Advisers 的合资企业。在我撰写本函此刻，我们是全马来西亚仅有的8家获得颁发此资本市

场服务商（数码平台）执照的公司之一，该执照许可我们向散户投资者提供数码投资解决方案。我们将在今年

推出命名为‘Airo’的机器智能顾问应用程序，旨在提供马来西亚的散户投资者以下协助：

区块链应用与人工智能

扩展服务范围，以满足99%大
众市场的金融需求。

机器智能顾问 / 金融
科技平台

推出锚点业务以取得海量用户
数据。

1

支付功能代币

联接所有资产类和渠道的支付
层面。

32

利用太信环球抗危机的全球宏观策略，投资于马来西

亚本地和环球市场的投资组合。

使用条件风险价值(CVaR) 进行24/7全天候市场监测

及投资组合重组自动化，以保护投资者的下行风险。

最低投资额仅需50马币，无禁售期。每年0.8%的统

一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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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在创业投资战略上取得良好的进展，但在过去几年里，我也愈注意到全球金融监管的格局开始在

转变风向，这威胁到我们计划中的金融科技商业生态圈的可行性和长期可持续性。。。

我们计划的商业生态圈内被预计为最具备丰厚回报的商业模式是支付层面的营运。当时，我们的原始计划

是利用区块链技术推出一个数码支付功能代币，该代币可以在所有太信旗下拥有的平台上使用，包括我们面向

消费者的应用程序。然而自疫情大流行爆发以来，纸币现金的使用量便开始加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线上支付

及私营发行的数码货币的使用。

随着支付形式的明显转变，世界各央行正在面对着传统货币将被日渐风行的私人数码货币取代的威胁，政

府为了维持国家目前在金钱相关事物上的控制权，便开始寻求引入自己的数码货币。。。

中国是众多国家中的先行者，其电子支付系统与比特币有很多相似之处，目前中国已经扩大了此试点项目

的规模。甚至是长期以来一直表示没有计划推行数码货币的美联储，最近也透露有计划测试其假想设计中的数

码美元。

央行本身的数码货币一旦开始启用，私人数码货币的增长潜力很可能将受到限制。到时，数码支付领域毫

无疑问的将恢复到被国家完全掌控的现状，剩下没有多少营运空间可供创投公司分享。。。

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持续监测全球大环境变化所引起的潜在性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并能够在必要时迅速

作出反应，以使我们的创投资源物尽其用。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我们决定搁置我们的退休村的构想，这是因为疫

情爆发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使这项计划顿然失去其可行性与吸引力。以下图表显示创投的战略性配置资金过程

状况， 从中可看出我们一贯性的积极管理模式及其必要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获得纳闽金融管理局有条件许可证，批准启动数码货
币与金融衍生品经纪商交易平台，包括有可能在未来扩展营业范围将数
码支付功能也纳入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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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在本金保底的基础上获取固定收益及创投的潜在效益的既定目标，本基金策略采用了70/30资金

配置比例，具体如下：

然而，由于环球事态的发展对我们建立数码支付平台的最终目标构成越来越大的风险，为了确保能达成客

户在期满时获取固定收益的首要任务，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估我们的创投资金取向，于是将尚未投入的创投

资本金转投至创造即时收益的策略。由于资金投入策略需作改变，我们一直很谨慎地管控创投的实际支出，如

以下所示：

太信谋略收益基金资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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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这些调整是我们积极管理模式的必要部分，也是计划中已预计的备案之一。事后看来，迅速地进行

审查并调整路线是极为重要的，这使我们的资源能够持续投放在最适当的地方运作。由于通过积极管理模式将

资金从创投转投至创造即时收益的策略中运作，当前和预期的基金结余（包含本金与收益金额）已超出期满时

对客户的保证目标，如下所示：

即使我们调整了创投策略，但我们在创投上的总投资和进行中的投资（如上图蓝色部分所示）仍然为我们

带来重大价值。这些资源包括有形资产与无形的资产，例如我们所延聘的人才、研究与开发的成果、品牌的底

蕴、持有的执照许可等等，无论将来我们决定采取任何发展取向，这些资源都将为我们提供竞争优势。

因此，虽然我们认为创投此时还
未达到适当阶段让投资者能从认
股中获利，但之前的投入并没有
白费，我们区块链、机器学习和
人工智能方面的持续发展，仍然
继续推动我们项目各个方面的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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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创投的长期发展，我们已经加快为科技团队聘请各方面的人才，并与区域伙伴达

成更多必要的协作。

我预见在未来的年头里，我们将需要不断地与众多科技人才建立密切的关系，我相信在我们的客户群里会

有很多机会为我们推荐合适的人选加入我们不断壮大的团队。

为了更便于向我们推荐或介绍人才、或甚至在协作层面上进行合作，我们正在计划组建一个“太信社区”

平台或应用程序，让所有客户均可参与其中，利用彼此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互惠互利。触动我这个想法的动机是

源于我们‘共享成功’的企业原则，以及希望让太信大家庭成员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更多的相关信息将在

今年公布。

关于新冠病毒的情况，尽管有效疫苗开发的进展肯定是正面的，然而今年大规模疫苗接种在实施方面的任

何延误或抵制，都将会阻扰重开经济的步伐。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几个经济体能够真正控制病毒的

传播，并且，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再次陷入封锁，而美国的新增病例数量也未见放缓。即使是在2020下半年成

功压制病例的中国，现在也面临病例再度抬头的威胁，其中少数城市又开始重新封锁。此外，就在我撰写此函

时，新冠病毒实际上已变异成变种病毒在英国、非洲和日本等地传播。

鉴于上述，我不认为前方的道路会通行无阻，在到达黑暗隧道尽头之前，我们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任

何复苏条件的恶化都有可能削弱增长的动力和企业的利润估值，并且许多投资者也将意识到，全球经济仍然受

到一连串之前尚未解决却又因疫情而加剧的遗留问题所困扰。

踏入2021年，人们不禁开始怀疑看好前景的那些理由，会否真如预期般的逐一实现。尽管市场 

“全盘皆升”的动力使整体股市指标连创新高，投资者进入新年之际，仍以乐观态度看待疫苗的效应、美国财

政刺激方案的进展、以及美联储对刺激措施的持续支持。

2021市场展望

目前美国股价所反映的预估认为未

来经济状况将不会被疫情拖累，还会

依然美好不变甚至会更好，据此而言

，股价估值偏高显然已不言而喻。在

许多专业投资者眼中，现在的市场是

交易价格赶先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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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刺激是目前经济复苏唯一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由民主党总统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所形成所谓

的“蓝潮”，确实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经济拯救”法案现在会更容易在议院通过。此外，被称为“超级

鸽派”并以宽松货币政策著称的前美联储主席珍尼特耶伦现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增加了有协调性及进取性的

财政与货币政策制定的可能性，以对抗新冠病毒的经济破坏。

然而，这种乐观情绪能否持续下去还得拭目以待。我们都知道政府所提供的免费款项不可能不会加重国家

未来的负担，所以当各决策者向市场喊话放出强心剂时，他们也必需考虑在不过分承诺下作出平衡言论。因此

，他们今年在向市场解说其政策时都必须小心翼翼，任何失误都可能使本已紧绷的市场“像橡皮筋一样断裂”

，就如我们之前所见一般。

就目前而言，投资者以市场作价反映出他们对前景的乐观预期，将资金从债券市场撤出而转向股票，导致

自美国总统选举以来债券收益率和股票同时上涨。由于预期货币政策会长期维持低利率，所以会导致投资者为

了追求收益而被迫拥有更多风险资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目前的股市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

理性泡沫。这种看法已将股票的估值推到比一年前同期还高，价格看来确实已在强弩之末。  

如果历史经验能够给予某种警示，则股票的波动率指标通常在大部分时间

内表现出一种总体平稳的模式，直到美妙的音乐突然停止时，波动率随即大幅

飙升。到底这种音乐能持续多久，指挥棒肯定是握在政策制定者的手上。

另一方面，我们也别忘记决策者
在扶持泡沫市场中举足轻重的角
色。



Page 41CP Global Innovation     |     2021 Annual Letter     |     Written on 20 Feb 2021

此外，目前市场共识显示，在美国资产估值愈见偏高之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偏好也随之上升。虽然当

地的经济和商业状况支持这一点，但近期的资金回流，主要是由各国央行的庞大刺激配套所推动，所释放出来

的投资资本四处寻求比发达经济体的同类资产更高的收益率。这将意味着，市场有更多注意力可能会转向作为

环球新兴市场主要气象计的中国，再次显现出跟踪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

虽然美国的新总统表现出比前任更温和的态度，但中国无疑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双方的角力也

必定将是一个持久战。不可忽略中美对抗的所及范围还是会殃及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尤其是对于在进行寻求更

高收益方面的投资。

于是，今年股市如果再次走强，固然会使不愿参与高风险资产的投资者后悔莫及，但有鉴于目前投资者普

遍看涨的共识已使得市场过于拥挤，资产价格要是在今年的某个时刻，因估值愈趋峰值时而出现大幅回调也就

不足为奇了。

更重要的是，去年史无前例的政府干预已严重扭曲了经济数据。例如，最近美国银行业的盈利数据显示良

好收益，其中一个主要的收益来源竟然是金融交易收入的增长，此收入增长可能来自于因疫情封锁而产生的额

外金钱，而这些额外金钱最终转向投资的效果。“政府的支援补助金”的作用很可能并不意味着它将刺激消费

者经济，反而是被消费者直接造成“市场投资效应”。

这样的投资行为分析结论应该促使人们思考，到底目前由学术界支持的经济和市场传统分析方法在面对未

来投资环境时是否仍能发挥作用？在即将到来的世界里仍采用一成不变的投资分析方法是否真的明智？

即使身处在亢奋的氛围里确实很
难去推想泡沫会破裂，但显而易
见的事实是，投资者现在眼中只
盯着疫苗将引导来的复苏，对于
病毒的恶化却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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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个被称为“散户革命”的新现象也给市场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散户革命”指的是散户投资

者的骤然崛起和日渐增长的主导地位。这场革命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罗宾汉和其它券商所推行的零收费交易以及

较低的账户最低门槛，这使得新进投资者（其中许多是数位原生代）能够更轻易地涉猎股市。从迹象看来，疫

情封锁措施在助长这股热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第一次，一大批“居家穿着睡衣”的交易者手头上有了交易所需的时间和金钱。在低利率和财政刺激

措施带来的直升机撒钱的推动下，创造了“免费资金”的效应，再加上Reddit的热门聊天室“华尔街博弈”

的影响力，这股投资狂热不断地被推高，诱使许多新投资者盲目地参与到散户热潮中。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过高的估值、普遍的狂热乐观情绪、还有越来越多非理性的投资决策，最终将使市场更加动荡。

因此，2021年可能会是解开谜底的一年：是乐观的愿景将成为现实，并证

明当前的泡沫水平是合理的，还是实情将会使市场实现大幅度的下行调整。

在投资方面，完善的风险管理总是至关重要，2021年可能会更尤为如此。由于许多突显的市场风险依然

存在，并且潜伏在各个角落，因此投资者需要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高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市况可能会在

没有预警下就突然触发。

尽管这是全球许多投资者必须面对的忧虑和挑战，但作为CP的客户，您可以倚赖我的专业协助您应对风

雨如磐的市场，并为此感到安心落意，因为我有信心我们的丰富经验和积极管理模式，将使我们洞察世界潜流

变幻，持续掌握市场先机。

为了应对未来大量的不确定性，我们的投资团队将丝毫不懈地关注各种事态的发展，包括政策制定者的前

瞻指引、经济和企业盈利报告、收益率和通胀预期、违约的可能性、以及任何潜在的黑天鹅事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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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朝哪个方向前进？

尽管我们无法完全预测未来的变化和挑战，但我们可以做到并且也将会做的是确保我们继续将最优秀的人

才纳入团队、善用合作伙伴们的优势、利用我们专长的积极管理投资模式来确保为客户带来长期成功。

我一直坚信长远眼光的重要性，并认为回报的持续稳定性比回报的规模性

更为重要。

我年复一年地倡导，持续稳定的回报使我们的客户能够更有效率地计划他们的需求。并且我相信，生活在

遭受新冠病毒破坏后的世界里，“能够为自己的长期财务需求进行规划”的优势权益从未像现在这样更值得珍

惜。

关于创投方面，或许我们已经调整了短期战略，但是我们在科技创投上的投资仍然坚定不移，以确保我们

能够抓紧因科技迅速革新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时，所带来不断增长的价值和红利。在我们历经的过程中，我

们一直拥护变革，致力取得市场先机的优势，未来取态也不会有所改变。我要感谢太信环球大家庭的所有成员

和合作伙伴在2020年所付出难以估计的贡献、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全心投入、以及面对崭新现实挑战时的团结

一致。

感谢尊贵的客户对我们的信心和一直以来的信任。与往常一样，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反馈，请随时与我们

联系。我在此谨代表太信环球创新公司团队祝大家有一个平安、健康及丰收的2021.

顺颂  

台安！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重要也是当务之急的责任，就是
协助我们的客户成功地度过这场
危机，并取得长期稳定的回报。

          行政总裁

          Raymond T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