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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 2021 年 1 ⽉的市場展望中，我們觀察到新加坡股市可能觸及⼗年⼀⾒的正向轉折點，⽽我
們認為此⼀現象將持續下去。

這透過圖表就能充分說明。下圖為過去 30 年新加坡股市與全球股市的相對表現。此圖顯⽰，儘管
過去 10 年新加坡股市表現落後全球股市，且我們⽬前處於亞洲⾦融⾵暴以來未曾⾒過的低⽔準，
但由於⽬前新加坡的企業資產負債表遠較 1998 年時為佳，我們認為此表現不佳的趨勢已漸觸底。

事實上，新加坡股市具備在未來⼗年超越全球股市表現的潛⼒。從⾃下⽽上的⻆度來看，我們認為
有⼀些⼤趨勢可以促使新加坡股市在未來⼗年表現超越全球股市。我們將闡述其中⼀個趨勢：技術
擴散的循環有利於新加坡企業，特別是那些我們標⽰為「藍籌股」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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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擴散循環

技術擴散的循環與「藍籌股」

資料來源： 彭博社、利安資⾦管理公司，2021 年 12 ⽉

圖表 1：MSCI 新加坡指數∕MSCI 世界指數

過去⼗年，⾕歌、亞⾺遜、騰訊及特斯拉等科技公司受惠於電腦運算、⼤數據與⼈⼯智慧的發展。
儘管各項科技的融合與成熟發展在這些企業創造巨額報酬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但總體經濟的
背景對於⽀持這些企業的成⻑也同樣重要。



2009 年開始的⼗年量化寬鬆降低了利率，讓科技公司得以取得廉價的資本，⽽政府甚⾄對電動⾞
產業加以補助，藉由積極的企業⽀出取得客戶，這些「有能⼒」的企業購買需求以促使消費者接納
新科技。

科技採納的循環基本上是由客戶採納開始。⼀旦客戶開始熟悉⼀項新科技，該技術就會擴及商業與
⼯業應⽤的環境。

微軟的發展進程就是最好的對⽐。如下圖所⽰，微軟的股價在 1990 年代末期強勁上漲，當時個⼈
電腦 (PC) ⼤多由消費者使⽤。這是其企業對消費者 (B2C)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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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量化寬鬆 (QE) 的⼗年

資料來源：彭博社、利安資⾦管理公司，2021 年 12 ⽉

圖表 3： 微軟股價

隨著企業在 2000 年代開始採⽤微軟 Office 應⽤程式，我們看⾒微軟的股價在這⼗年間停滯不前，
儘管微軟仍持續獲利成⻑，然⽽其他企業透過採⽤微軟 Office 改善其⽣產⼒卻獲益更多。基本上，
儘管微軟創造了價值，但該價值卻被其他企業所擷取，這是其企業對企業 (B2B) 階段。

⾃ 2016 年起，微軟從雲端運算、⼈⼯智慧與相關的技術⽅⾯獲利。隨著企業開始採⽤這些新科
技，我們可以設想這種⼯商企業擷取價值移轉的趨勢到來。這就是為何我們認為新加坡的企業具有
強勁潛⼒的原因，因為許多企業專精於 B2B 與⼯業應⽤，將由此價值擷取的移轉過程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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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利安資⾦管理公司，2021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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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哲認為，此等轉型可劃分為兩波：第⼀波是企業持續轉向雲端的數位化轉型，因為多數企業尚
未完成。第⼆波則是已採⽤雲端之企業，藉由⼈⼯智慧及相關科技運⽤其數據取得競爭優勢1。

新加坡企業將運算能⼒技術融合到各種⼯業應⽤（諸如 5G通信、⼯業⾃動化與機器⼈等）以提⾼
企業⽣產⼒的時機已相當成熟，並運⽤到新的領域，如再⽣能源與⽣命科技產業，我們認為這些
「藍籌股」企業已經做好乘⾵破浪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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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埃森哲（Accenture PLC，⼀間從事跨國商業企業科技系統整合的領導企業）的股
價出現了過去 20 年未曾發⽣的變化：它的表現開始超越標普 500 指數的典型交易區間。這個重⼤
的轉變由埃森哲的展望評論中可以獲得證實，他們認為商業企業正站在為期數年的雲端化與數據化
轉型歷程的分⽔嶺上。

資料來源： 彭博社、利安資⾦管理公司，2021 年 12 ⽉

圖表 4： 埃森哲相對於美國標普 500 指數的表現

證據就在企業之中

在疫情期間，新加坡有許多藍籌股企業的股價遭逢了⼤幅下跌壓⼒。我們認為藍籌股企業⽬前都變
得「便宜」且相當具有投資吸引⼒，甚⾄部分企業已歷經企業重組，有利於未來⼗年的成⻑重新定
位，更意味著這些企業營運已經觸底，我們相信這些「藍籌股」企業的重組與景氣復甦⾏情，將成
為驅動新加坡股市反彈的關鍵⼒量。

「藍籌股」

1資料來源： 埃森哲 2022 年第 1 季法說會⽂本，2021 年 12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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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AI) 的運⽤也是這些「藍籌股」的潛在成⻑領域。2021 年 8 ⽉，淡⾺錫宣布收購⼀間 AI
新創公司— BasisAI，以開發與拓展 AI 解決⽅案，並發展成為全球 AI 的卓越核⼼。BasisAI 已為包
含 ComfortDelGro、新加坡航空以及新加坡三間本地銀⾏等組織建置端到端 (end-to-end) 的機器學
習解決⽅案4。

部分「藍籌股」企業擁有全球產業或消費者的數據，⽽這類「藍籌股」運⽤ AI 解鎖其特有數據的
潛⼒是具⾰命性發展，更促使企業在未來⼗年改善⽣產⼒與開發新應⽤來創造更龐⼤的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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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個別企業網站

圖表 5： 精選的「藍籌股」企業列表

「藍籌股」同時也受益於前述的科技擴散循環。例如，ST Engineering 可運⽤資料分析、雲端管理
解決⽅案與衛星科技爭取智慧城市發展的機會2。在都會物流領域，Singpost ⽬前正在試⾏「智慧
信箱」服務，可以改進包裹遞送的效率並⼤幅改善客戶體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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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顛覆式的創新—⼈⼯智慧

「藍酬股」 企業作為 年度

Sembcorp Group

Capitaland Group

2020, 2021

SPH

Olam

新加坡航空

2021

2021

2022

2020

分拆海運業務與發⾏新股

分拆投資管理業務

收購要約

擬拆分⻝品添加劑業務

發⾏新股

2資料來源： ST Engineering 上半年簡報，2021 年 11 ⽉ 10 ⽇
3資料來源： todayonline，2021 年 7 ⽉ 16 ⽇

4資料來源： Business Times，2021 年 8 ⽉ 31 ⽇

資料來源：iStock 



該廣告或出版物尚未經新加坡⾦融管理局審查。在此僅供參考。它不是對購買或出售任何資本市場產品或投
資的建議、要約或招攬，並且亦未考慮您 的具體投資⽬標、財務狀況、稅務狀況或需求。申請本基⾦單位必
須呈交其招股書中所附帶的表格。您應閱讀可從利安資⾦管理公司(“LGI”) 或其 任何分銷商處索取的招股說
明書和產品亮點表，並考慮該基⾦是否適合您，並在決定是否購買該基⾦前，必要時尋求財務顧問之建議。
對我們基⾦的 投資並⾮利安資⾦管理公司 (LGI) 或其任何關聯公司的存款、擔保或投保的義務，並且有投資
⾵險，包括可能損失所投本⾦數額。基⾦表現不能保證， 其單位價值以及單位所產⽣的收⼊ (若有) 可能上
升或下降。以往的表現以及任何預測、預估或預報均不⼀定預⽰基⾦未來或可能的表現。任何超常表現或由
特殊情況造成，⽽這種情況也許無法持續。股利分配可能不在收⼊和/或資本範圍內，由利安資⾦管理公司
LGI 全權決定。任何股息分配將減少可再投資資本，並可能導致基⾦資產淨值⽴即下降。任何信息 （包括意
⾒、估計、圖像，圖表、公式或設備）可能隨時更改或更正，恕不另⾏通知，並且不可⽤此作為建議依賴。
建議您對本⽂中包含的任何信息 的相關性、準確性、充分性和可靠性進⾏獨⽴評估和調查，對於您對本⽂所
包含的任何信息⽽採取的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我們並不承擔任何保證，亦 不承擔任何責任。該基⾦在招股書
允許下可投資⽤於對沖或⾼效投資組合管理⽬的之⾦融衍⽣⼯具。與投資於全球或更廣泛區域市場的基⾦相
⽐，該 基⾦的資產淨值可能會由於在有限的地理市場上其較為狹窄的投資焦點⽽具有較⾼的波動性。利安資
⾦管理公司 (LGI)、其相關公司、其董事和/或員 ⼯可在本出版物中所提及的產品中具有投資。同時 LGI 可為
⾃⼰或其客戶從事購買或出售其基⾦。本出版物在新加坡由 Lion Global Investors Limited（新加坡 UEN/註
冊號：198601745D）發⾏，在⽂萊則由其分公司（⽂萊公司註冊號：RFC/00000772）發⾏。Lion Global
Investors Limited 是⼀家在新加坡註冊的公司，與歐洲或美國所在地的任何資產或基⾦管理實體並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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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代理之境外基⾦經⾦管會核准或同意⽣效，惟不表⽰絕無⾵險，基⾦經理公司以往之經理績效
不 保證基⾦之最低投資收益；基⾦經理公司除盡善良管理⼈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之盈虧，亦不
保證 最低之收益，投資⼈申購前應詳閱基⾦公開說明書。
投資⼈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匯率變動可能影
響 基⾦之淨資產價值、申購價格或收益。
本⽂提及之經濟⾛勢預測不必然代表基⾦之績效，基⾦投資⾵險請詳閱基⾦公開說明書。
基⾦投資於⼤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以掛牌上市有價證券為限，且境外基⾦投資前述有價證券總⾦
額 不得超過基⾦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投資⼈亦須留意中國市場特定政治、經濟與市場等投資⾵
險。
基⾦投資涉及投資於新興市場部分，因其波動性與⾵險程度可能較⾼，且其政治與經濟情勢穩定度可能
低 於已開發國家，也可能使資產價值受不同程度之影響，投資⼈申購前應詳閱基⾦公開說明書。
有關基⾦應負擔之費⽤(境外基⾦含分銷費⽤) 已揭露於基⾦之公開說明書或投資⼈須知中，投資⼈可向新
光投信及基⾦銷售機構索取，或⾄新光投信理財網及基⾦資訊觀測站中查詢。
依據洗錢防制法規定，⾦融機構受理開戶或交易應落實確認客戶⾝分，是遏制不法⾦流的第⼀道防線，
⺠ 眾的配合可防杜⾮法洗錢，更可保障⾃⾝財產安全。
該廣告或出版物尚未經新加坡⾦融管理局審查。在此僅供參考。它不是對購買或出售任何資本市場產品或 投資的建
議、要約或招攬，並且亦未考慮您的具體投資⽬標、財務狀況、稅務狀況或需求。申請本基⾦單 位必須呈交其招股
書中所附帶的表格。您應閱讀可從利安資⾦管理公司 (“LGI”) 或其任何分銷商處索取 的招股說明書和產品亮點表，並
考慮該基⾦是否適合您，並在決定是否購買該基⾦前，必要時尋求財務顧 問之建議。對我們基⾦的投資並⾮利安資
⾦管理公司 (LGI) 或其任何關聯公司的存款、擔保或投保的義務 ，並且有投資⾵險，包括可能損失所投本⾦數額。基
⾦表現不能保證，其單位價值以及單位所產⽣的收⼊ (若有) 可能上升或下降。以往的表現以及任何預測、預估或預報
均不⼀定預⽰基⾦未來或可能的表現。股 利分配可能不在收⼊和/或資本範圍內，由利安資⾦管理公司LGI全權決定。
任何股息分配將減少可再投資 資本，並可能導致基⾦資產淨值⽴即下降。任何信息（包括意⾒、估計、圖像，圖
表、公式或設備）可能 隨時更改或更正，恕不另⾏通知，並且不可⽤此作為建議依賴。建議您對本⽂中包含的任何
信息的相關性 、準確性、充分性和可靠性進⾏獨⽴評估和調查，對於您對本⽂所包含的任何信息⽽採取的直接或間
接的 損失，我們並不承擔任何保證，亦不承擔任何責任。該基⾦在招股書允許下可投資⽤於對沖或⾼效投資組 合管
理⽬的之⾦融衍⽣⼯具。與投資於全球或更廣泛區域市場的基⾦相⽐，該基⾦的資產淨值可能會由於 在有限的地理
市場上其較為狹窄的投資焦點⽽具有較⾼的波動性。利安資⾦管理公司 (LGI)、其相關公司 、其董事和/或員⼯可在本
出版物中所提及的產品中具有投資。同時LGI可為⾃⼰或其客戶從事購買或出售 其基⾦。利安資⾦管理公司（UEN /
註冊號：198601745D）為新加坡註冊成⽴的公司，與歐洲或美國所在 地的任何資產或基⾦管理實體並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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