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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仿佛昨天我才刚刚抵达这

个充满惊喜的国家，挑起汇丰马来西亚区零售银

行与财富管理主管的新职务，这一年却已来到了

尾声。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几个月来我感到精力充沛且

非常兴奋，只因刚踏入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一个

我将称之为家园的地方，同时，得不断学习我们

的业务，当然最重要的是得更积极地去了解–您–	

我们的客户。

回顾过去，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同意2018年是充满

起起落落的一年，尽管全球经济在年初表现强

劲，但由于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情况有了

逆转。随着美国利率上升以及美元走强，这年全

球经济逐渐开始感到压力。就此，我们先回顾过

去的情况，观望哪些变动将对2019年全球经济和

您的投资带来潜在影响。

当美中贸易战的升级或对2019年世界经济发展产

生的重大冲击，同时我们也来跟进有关局势的最

新进展与贸易战或对全球市场造成的后果，尤其

是影响马来西亚经济变动的课题。

在迈向2019年期间，我们或会对全球经济状况抱

有疑虑，但我仍对未来一年的前景感到非常乐观。

我期待与马来西亚的优秀团队合作，继续更深入

了解您的需求，并以之为前提，携手与您实现您

的财务规划和人生目标。

希望在我任职的这段期间能与您会面，了解您，

通过您才能让我们了解如何提升汇丰银行的服务，

以带给您更美好的体验。

祝您欢度佳节，	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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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18年临近尾声而2019年
即将登场之际，现在正是回顾
今年全球经济否泰以及明年全
球经济和个人投资走向的最佳
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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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的今天，这场曾经给世界经济
带来重创的金融危机已逐渐好转并改
善，显然全球经济越挫越勇，进入佳
境1。

尽管全球经济成长率可能无法达到像国际

货币基金(IMF)2017年年初所预测的3.9%	

(2018年与2019年)，但预测2018年与2019

年仍将取得稳健的3.7%年成长率，(超过

2012年至2016年的任何一年)，因很多经

济体很有机会或几近完全就业，而且较早

前对通货紧缩的担心也已烟消云散2。

虽然全球经济目前增长保持稳定，却有迹

象已达到顶峰，随时会有风险转变，绝不

可掉以轻心1。根据发布于2018年10月的

国际货币基金“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因贸易

紧张加剧丶数国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及金融

市场压力开始挤压某些新兴市场经济体1

导致金融体系短期风险过去6个月来已经

上升。



起伏跌宕的2018年
2017年强劲且同步性的全球性成长

创造出了2018年也会有相同好景的

希望3。但是，2017年事实上为2018 

年带来了较弱的经济成长率且整体

上表现得参差不齐3。

2018年间，美国的经济成长或许还

能维持强劲，但自今年初以来，世

界其它各国却也出现了动力减缓的	

迹象3。循环周期指标显示，2018年	

所剩下的这些日子一直到2019年，

全球经济将会放缓且出现更多不平

均的成长3。

2018年间最大的经济事件或许就是

将金融市场推向悬崖的全球贸易紧

张加剧，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紧张	

关系4。国际货币基金曾警告全球

经济体将因中美贸易冲突而受难，

更在2018年10月分的一份声明中

说，尽管全球成长目前仍维持“稳

定”，但风险“已愈来愈下行，因

贸易紧张与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问

题已经加剧状况”5。

西方领先经济智库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也针对自2018年年初

以来所落实的保护措施而造成的影

响表达了关注之意6。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说:“全球贸易成长于2018

年上半年已放缓，其中贸易紧张已

经负面影响信心和投资计划。”它

补充，贸易紧张加剧与贸易政策不

定已“对全球投资丶就业及生活标

准大幅度的引爆了下行风险”6。

除了贸易紧张加剧，美国也在2018

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倍感压力上扮演

了一定的角色1。美元走强以及美

国调升利率造成新兴市场的海外借

贷变得更贵，特别是那些信贷需求

更大丶经济条件或政策架构较弱的

经济体1。

2018年的经济成长已被公认为比期

望的动荡2。不只是国际货币基金

最新“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所预估的

部分下行风险已经成真，它所预测

的进一步负面冲击可能性也增加了

不少2。

逆风阵阵的2019年
展望2019年，会有几个关键因素很

可能影响全球经济表现。

中美贸易对峙似乎将持续。美国总

统特朗普的政府对中国祭出数十亿

美元的新关税后，中美贸易紧张关

系日前又已增加了不少5。美国财

…较好的方法是对您自 
己的投资维持一种长期 

投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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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更贵
美元走强以及美国利率走升，已造成特别是信贷评级较低的新兴市场海外借贷变得更贵。
 （自3月中以来外汇信贷息差的基点变化）

图表源自“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18年10月10日，“金融危机
十载后全球经济亦强亦脆”(Ten year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global economy is 
stronger but vulnerable)。无特定日期。

政部长姆努钦冷处理国际货币基金

对全球经济的担心下，看来美国的

强硬派进路很可能还会持续5。

姆努钦在推诿全球愈来愈担心中美

贸易纠纷的发展时说，施压北京采

纳更开放的贸易政策对大家都好5。

但是，其它担心这场贸易摩擦将	

损及包括美国丶中国丶亚洲以及	

世界其它各国并不尽然同意这样的

观察5。

此外，如果美国的经济成长仍然基

于亲循环周期财政政策而强劲成长

且催升美国利率和美元2，那麽，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担就会加深和

扩大，以至极化金融稳定性风险1。

分析认为，中期而言，新兴市场经

济体会出现1000亿美元或以上投



资组合债务外流的或然率为5%，

这等规模相似于十年前全球金融危

机时的外流规模1。

展望未来，还有会造成稳定性风险

陡增的其它潜在因素1。这包括贸

易紧张扩大丶英国脱欧失败丶部分

债台高筑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问题

再现及先进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脚

步比预期快1。

基于潜在风险可能上升，国际货币

基金调降了先进经济体2019年的经

济成长预测0.1%，包括调降欧元

区丶英国及韩国的经济成长预测2。	

新兴与开发中经济体的2019年经济

成长率预测调降幅度则是更大的

0.4%2。

新兴市场成长预测调降因地而异，

不过，包括了在拉丁美洲(阿根廷丶

巴西及墨西哥)丶新兴欧洲(土耳其)

丶南亚(印度)丶东亚(印尼及马来西

亚)丶中东(伊朗)以及非洲(南非)的

重要经济体2。整体而言，国际货币

基金认为出现了较低投资与制造，

还有贸易成长放缓的迹象2。

投资难题
因此，身为投资者的您在这个不确

定年代会怎麽做呢？

起伏跌宕的年代里，受惊和开始质

疑自己的投资策略是很自然的事7。

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了解市

场波动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的起伏

是很自然的一件事7。要抓准市场

时机很困难，因此，较好的方法是

对您自己的投资维持一种长期投资

观点，同时忽略短期波动7。

市场波动时继续投资看起来可能违

背直觉，不过，这样做很可能让您

免于因择时进退所造成的相关损	

失8。要知道触顶而退场几乎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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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热潮
危机以来政府丶企业公司以及家庭所欠下的债务已大
幅度上扬。
(兆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图表源自“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年10月10日，“金融危机十载后全球经济亦强亦脆” 
(Ten year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global economy 
is stronger but vulnerable)。无特定日期。

可能的事，想知道触底而返场投资

也一样是很困难的事8。想要在波

动的市场里伺机进退而不想勇往直

前会在动荡时刻造成您损失更大8。

反面观之，市场波动会创造商机，

作为投资者的您可乘机借力使力8。

波动会为投资视界和策略皆为长期

的投资者创造折价进场机会8。事

实上，您的平均投资成本会因此降

低8。

另外也还有您一直想要进场的潜在

资产投资商机，而且当商机出现

时，您也可以配合自己的风险承受

度和整体长期投资策略而结算或重

新配置跑输大市的资产投资8。



…经济上而言，相较于其 
它新兴经济体，亚洲新兴市 
场显得较有弹性…

资料来源: 1	2018年10月10日，World Economic Forum，金融危机十载后全球经济亦强亦弱。2	2018年10月10日，World Economic Forum，国际货币基金发出全球成长警告。	

3	2018年8月14日，路透社，坎普特：全球经济展望愈加暗淡。4	CNBC，前银行监管官警告，中美可能很快就会对全球成长造成‘大衰退’。5	2018年10月14日，Channel 
News Asia，国际货币基金：全球成长‘机会之窗正在关闭’。6	2018年9月20日，卫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警告，全球经济成长已触顶。7	2018年1月30日，Investopedia，	

动荡股市中的投资撇步。8	2018年4月3日，CNBC，善用股市波动。9	2018年8月，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化波动为商机。10	2018年10月2日，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投资月报：新兴市场中亚洲仍有利可图。11	2018年9月，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欧洲洞察：欧洲央行走在谨慎正常化的正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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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将新兴市场股票投资

级别从“加码”(overweight)下调

至“中立”(neutral)，但基于本区

域的经济成长前景比拉丁美洲等其

它新兴市场强，而且结构特性更

佳，因此维持亚洲新兴股票市场	

(日本除外)的“加码”投资级别10。

基于相信包括新兴市场外汇曝险回

酬在内的预期回酬仍然相对诱人，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也

看好新兴市场的本币债券10。

此外，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仍然看好包括日本丶

新加坡及香港等在内的已开发亚洲

股票市场。预期回酬诱人丶估值有

利以及企业获利成长仍然强劲10。

日本的相对估值特别诱人而政策也

很有利10。企业现金储备规模庞大

提升了企业公司的派息或股票回购

能力。获利成长趋势也维持正面10。

其它地点方面，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认为欧洲11及全球股

市10都有机会。欧洲股市相对之下

看来非常具吸引力，基于成长动能

减缓丶金融控管收紧丶通货膨涨上

扬以及地缘政治/贸易诱发波动，

它们的表现一直低于已开发市场同

侪11。近几个月来各区相继出现规

模最大的资金外流现象后，欧洲就

一直被忽略且已愈来愈被低估11。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相

信，随着我们迈向2019年，未来

12个月内欧洲的宏观经济环境仍然

对相对一致性获利成长有利11。

基于目前的估值，投资者有可能受

惠于全球股市因目前的宏观经济背

景仍然对风险资产有利，而且企业

界仍在强劲发展10。至于可被视为

是资产别正面迹象而言，全球股市

在投资者不屑一顾中美不断加剧的

贸易紧张关系下于2018年9月份缓

步回扬10。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相信，虽然全球成长

展望夹杂着风险，但全球股市仍将

创造诱人的回酬10。

欲知2019年全球经济和市场走向

以及如何顺着市场涨跌之势部署投

资以乘势获利进一步详情，今天就

向您的客户关系经理查询。

探寻商机
尽管市场起伏跌宕且很可能还有下

行风险，投资者还是会有商机的。

虽然新兴市场与已开发经济体面临

阵阵逆风，但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相信新兴市场基本	

面仍然强劲，而全球成长仍完好	

无损9。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预计，周期性走软将

在新兴市场资产里创造出被低估

的“亮点”投资商机9。

新兴市场经济动能的确已经流失，

但根据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的分析，恶化程度在

整个新兴市场里并不一致10。经济

上而言，相较于其它新兴经济体，

亚洲新兴市场显得较有弹性，而亚

洲的企业获利也比拉丁美洲强10。

与此同时，亚洲以外的新兴市场业

已出现走软迹象，包括拉丁美洲经

济成长出现了恶化趋势10。预计美

国联邦储备局将调升利率与欧洲将

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很可能会压低全

球游资，而这将对基本面较弱的经

济体造成更大的下行风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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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之间
针锋相对比胆量，最终演变成了全面性
贸易战。随着世界两大经济强国决定硬
碰硬，全球各国就只能屏息以待…

21世纪冷战

事情，终于发生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从2015年总统选举开始的强硬谈
话丶誓言重新与中国谈判贸易关系以及威胁透过
课征高关税以修正两国间不断扩大的贸易遡差，
最终演变成了中美之间的全面性贸易战争1。

怎么会这样？

2018年1月22日，特朗普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太阳能板和洗衣机课征关

税后，美国正式踩出了第一步攻略1。占了全球太阳能板产量65%的中国

非常不满这样的决定1。接着，2018年3月，特朗普又分别调升中国钢铁

和铝的进口税25%与10%1。虽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钢铁仅占6%，中国

还是强力警告说将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合法权益1。

2018年4月2日，中国针对总值达24亿美元的美国进口货品反击性征收关

税，规模相等于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钢铁和铝所征收的额外关税1。特朗

普政府马上于2018年4月3日回应，宣布可能对总值达500亿美元的中国

进口产品课征关税1。当时，还有人相信全面性贸易战爆发前中美将找到

空间回到谈判桌上达成协议2，但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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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

1月23日
美国对外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

30％的关税，四年后将降至	

15％。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

阳能电池板生产国。美国还宣

布对今年进口的首批120万台

洗衣机征收20％的关税。

3月23日
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30亿美元

钢铁和铝征收新关税。

4月2日
中国对128种产品征收	

新关税，包括猪肉、水果和	

坚果、石油工业用钢管和改	

性乙醇，价值30亿美元。

6月15日
美国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

商品（主要是工业产品）征收	

25％的关税。

6月16日
中国对价值340亿美元的	

美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	

其中包括大豆、牛肉、威士	

忌和越野车。

9月17日
从9月24日开始，美国宣布	

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	

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	

明年将增至25％。

9月18日
北京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

商品征收5％至10％的新关税。

关税征收进展

资料来源：2018年10月1日至7日，The Edge 
Malaysia Weekly，“21世纪冷战”(The 21st 
century cold war)。

经过数次谈判，备受关注的最新中

美贸易谈判于2018年8月底结束，

却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3。事实上，

美国从9月24日开始再针对中国的

另一波总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

收新关税4。加上稍早前美国针对

中国500亿美元进口产品所征收的

关税，中国出口至美国的2500亿

美元产品如今将被课征关税4；中国

则已针对近100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

中国产品征税4。至此，贸易战已全

面开打。

全球遭殃
目前的共识是，贸易战不只将损及

中美，从供应链和金融市场的角度

来看，它也会对其它国家造成负面

影响5。	虽然专家可以具体算出贸

易战将如何影响到中美两国，却很

难预测其他国家及全球局势未来所

造成的影响5。举例而言，哪些国

家会最严重的被这场贸易战影响？5	

这场贸易战的性质，规模及可调整

幅度是什么呢？5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了非常重

要的位置5。中国与许多已经或将

被美国关税影响的产品制造有关5。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7年的总

出口中，超过30%的产品是采用了

其它国家元件的加工和装配产品5。

也就是说，虽然最后的完成品可能

标上“中国制造”，但利润并非中国

制造商独享5。

举个极为仰赖全球供应链的电子产	

品为例5。出口自中国的电子产品	

中超过40%的附加价值与外部伙	

伴有关，包括像日本丶韩国丶台湾

和新加坡等这些亚洲科技领先国，

它们都是中国出口至世界各地产品

中很重要的附加价值创造国5。



这样的内在关联性意味这场贸易战

会殃及池鱼5。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如

果下滑，其它伙伴出口给中国的元

件量也会跟着下跌，贸易战震波很

可能就这样传遍整个全球生产线5。

就金额而言，日本丶韩国以及台湾

显然首当其冲5。但就国内生产总值

而言，新加坡看来最受这波馀波影

响，接着是台湾丶马来西亚丶韩国

以及越南5。

以2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被课

征25%关税计算，伙伴经济体所面

对的直接冲击将介于韩国国内生产

总值的0.2%至新加坡的逾0.6%5。

就在亚洲将因为这场贸易战而倒大

霉之际，部分像德国丶瑞士以及英

国等欧洲经济体也会受波及，一般

而言是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1%5。

不过，也不尽是哀鸿遍野5。对美

国市场内的中国竞争者来说，它们

可能会因此取得市占率5。假设中

国所流失的市占率相应的流向竞争

者，受惠的经济体将包括墨西哥丶

台湾丶加拿大丶韩国以及日本5。

对墨西哥来说，从中国手中转过来

的市占率可能占了墨国国内生产总

值的1.2%5。

对马来西亚的影响  
诚如稍早所言，马来西亚很可能成

为中美贸易战下的受害者。不过，

视您问谁而定，答案可能很不一样。

从经济关系和贸易的角度来看，大马

与中国的关系密切6。中国已连续

第九年成为大马最大贸易伙伴国6。	

2017年间，大马出口至中国的产	

品总值达1261亿5000万令吉，按年

增加了28%，其中最大的贡献者	

是电子与电器产品以及石油与橡胶	

产品6。与此同时，大马进口的中

国产品则按年增加了15.5%至1645

亿令吉6。

中美贸易战让人更担心大马的对外

贸易，还有深刻仰赖出口的相关	

资料来源：2018年10月1日至7日，The Edge Malaysia Weekly，“21世纪冷战”(The 21st century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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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产业6。大马是全球最以出口

为导向的经济体之一。2017年期间，

大马出口的货品和服务占了国内生

产总值的近71.5%6。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兼代理大马代表Richard Record，

跟任何高度开放型经济体一样的是，

大马很自然的也会在外在环境中面

对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风险6。

	“若保护主义趋势加剧，因大马在

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里拥有高度的

整合，大马将遭受不成比例的负面

冲击，而且大马的成长非常依赖全

球价值链。”6

Record补充：“其它方面，随着先进

经济体改变了货币政策预期，金融

市场受干扰的可能性也已增加，而

经由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丶资本逆流

以及汇率受压，将殃及包括大马在

内的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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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一名经济学家预测，中美贸易

战很可能间接压低大马国内生产	

总值0.5%，他根据的是大马2017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35兆令吉，	

而0.5%意味达约68亿令吉6。更保

守的观点是，社会经济研究中心

(Socio-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执行董事李兴裕指出，如果中美继

续针对累积1兆美元的进口产品调

高关税，大马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

到了2019年时可能会跌至4%以下6。

另一名任职于本地领先银行的大	

马经济学家表示，大马绝对幸免于	

	“中国危机”是不可能的事，原因

是中国与大马的经济关系密切6。

他说，“中国危机”将导致全球性

经济放缓和衰退以及全球金融市	

场波动和整合6。他估算，中国实

质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每掉1个百

分点，大马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成

长率就会少0.7个百分点6。

但是，大马新政府持与本地专家相

反的看法6。新贸工部副部长王建

明不认为大马会被困在中美贸易争

议中6。王建明说，中国或许是大

马最大贸易伙伴国，但大马对中国

的贸易量甚至不及大马总贸易量的

一半6。他也认为，大马或许能受

惠于其它国家间的贸易分歧，包括

美国丶中国以及欧盟6。

2018年8月，王建明在国会里说，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美两国企业	

公司对大马的投资意愿也上升了7。	

	“第14届大选后，我感觉到投资大

马的意愿已变得更明显了。如今，

随着中美贸易战爆发，两国企业公

司对大马的投资意愿也增加了。”7 资料来源：2018年10月1日至7日，The Edge Malaysia Weekly，“21世纪冷战”(The 21st century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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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还补充，国际货易与工业部

正在评估，看看“跨太平洋伙伴全

面进展协定”(CPTPP)能否在这场

贸易战中就吸引外来投资而言提供

更大的利惠7。

王建明进一步评论“跨太平洋伙伴

全面进展协定”时说：“从争取新

市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绝对是

好的。虽然美国已决定退出，我们

仍然会有3个新市场，也就是全球

第十大经济体的加拿大丶第十五大

经济体的墨西哥以及秘鲁。”7

首相马哈迪支持王建明的观点，他

说就吸引外来投资而言，大马很可

能受惠于中美贸易战8。他说，投资

者很可能转向像大马这种不涉及这

场贸易争议的国家8。

美国选举效应
有些人希望2018年11月6日登场的

美国期中选举将改变美国的中国政

策，但外交观察家及专家相信这不

太可能发生，即便是民主党胜选9。

华盛顿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亚洲研究部董事赵全胜

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华盛

顿出现了一种倾向于对抗中国的强

硬派“跨党派共识”9。

即便特朗普和共合党输掉期中选

举，预计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点燃	

的情绪仍将持续9。观察家预测，

民主党很可能支持想要约束他们认

为不公平中国贸易情事的美国企业

公司，例如他们所声称的智慧财产

权遭窃与强迫性技术转移9。华盛

顿目前的情势是民主党控制的参议

院将继续对中国施压的机率看来已

愈来愈高9。

无论如何，根据法律，美国总统在

贸易政策上所握有的权力是“巨大

的”，而且即便特朗普最终面对的

是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情况还是一

样10。

中国高层则相信，贸易争议在转好

前将先变得更糟10。再者，他们已

决定，随着11月期中选举逼近，	

没必要与特朗普政府谈出所以然10。

看来，这场贸易战将继续打到2019

年…

资料来源: 1	2018年7月6日，华盛顿邮报，中美贸易战爆发演化。2	2018年4月25日，福布斯：	对中国的贸易战担心已逐渐远去。3	2018年8月24日，金融时报，中美贸易谈

判一筹莫展。4	2018年10月1日至7日，The Edge Malaysia Weekly，21世纪冷战。5	2018年8月29日，南华早报，谁会被中美贸易战波及？新加坡丶台湾及马来西亚等。	

6	2018年7月21日，星报，贸易战波及马来西亚。7	2018年8月29日，新海峡时报，中美贸易战惠及马来西亚。8	2018年8月7日，星报，专家：中美贸易战或殃及马来西亚。	

9	2018年10月21日，南华早报，如果民主党期中选举胜选美国会改变中国政策吗？还是这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10	2018年9月21日，澳洲金融评论报，特朗普的贸易战：	

	‘期中选举不会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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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又来到了尾声，随着度假季节来袭，这可
是最佳时机考虑度假目的地，您可以选择在异地
旅途中欢庆圣诞节，迎接新年的到来！或选择到
热带岛屿，躺在白色的沙滩上来个悠闲的日光浴；
还是到欧洲度过一个浪漫、欧洲风情浓郁的白色
圣诞节。以下是5个旅游地点推介，让您在2018
年结束前，继续制造美好回忆…

12月旅游旺季的 
5大度假胜地
这个旅游旺季, 我们以精明的旅行打造
难忘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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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1

若您喜欢沉浸在挂满传统欧洲圣诞节装饰的

环境和氛围中度假，那么德国对您来说是	

十二月份最充满圣诞魅力的旅游地点。带着

轻松度假的心情，您可到德国圣诞市场或

Weihnachtsmarkt体验这里充满圣诞魔法般的

气氛，身在雪花缭绕的市集闲逛，处处流露童

话世界里的白色浪漫，欣赏或选购小摊位售卖

的手工制作小饰品，细看挂满装饰品的杉树，

以及陶醉在glühwein(传统的德国热葡萄酒)的

肉桂香气怀抱中，处处都是梦幻的圣诞体验。

深受群众认同，纽伦堡、慕尼黑、科隆和法

兰克福拥有最好和最大的市集。一旦您享尽

该区的风情，您可前往比利时、奥地利、匈

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圣诞市集继续追随浓郁

的欢乐佳节氛围。

2. 南非1

南非虽是需要一趟漫长的航程才能到达的目

的地，但它将为您带来超值的收获。南非是

旅客的度假天堂。这里拥有迷人的沿海公路

景色；高耸雄伟的山景；拥有五大野生动物

的国家公园；充满活力和多元的文化风情，

以及能与任何欧洲国家媲美的美食。十二月

掀开了南非夏季的序幕，所以当北半球的居

民正在渡过让人颤抖的冬季时，南非将以漫

长而温暖的夏日风采来迎接您的到来。

南非东北部的克鲁格国家公园绿意盎然和生

机勃勃的景色将带给您特别难忘的野生动物

园观光体验；位于开普敦的海滩则处处充满

活力，魅力四射；桌山(Table Mountain)的优美

风景，一片清新明亮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	

3. 芬兰1

若您想体验真实的冬季并偏好度过一个白色

圣诞节，为什么不选择一个真正的冬季仙境

为旅游地点呢？芬兰拉普兰是一个真正的北

极仙境	–	眼见一片冰雪覆盖的冷杉森林，湍

急的瀑布美景，温驯的驯鹿躲藏在广阔的白

色荒野里休憩，保证映入眼帘的美景让您惊

叹，毕生难忘。此时，您可穿上您的登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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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穿梭探索雪景里的针叶林，与哈士奇

狗互动或登上哈士奇狗雪橇，来一趟急速

飞驰冰原的刺激体验；在原始山峰上欣赏

日落；在出现极光的天空下享受传统的萨

米餐或桑拿。或许您会在25日到来的期间

遇见一名身穿红衣、长胡子、友善开朗的

男士	-	传言圣诞老人的工作室就在此处。

4. 加勒比海的圣巴特岛2,3

加勒比海的圣巴特岛飘荡着混有加勒比海

精致的生活风情和受欧式文化影响的氛

围，是世界上拥有最完美的海滩、餐厅、

酒店和别墅的顶级夏日旅游天堂。若您喜

欢享受悠闲时光，这里美好的日光浴和精

致生活体验将轻易让您着迷。白天，您可

发掘岛上16个风情各异的海滩魅力	-	每个

海滩都有各自的特色；您会发现这里的半

透明蔚蓝海水和绵延柔软的白色沙滩景色

让游客们陶醉不已；当夕阳西下，您可到

经常提供法国美食的高级餐厅享用晚餐；

夜晚，您还可前往圣巴特岛上的酒吧或休

闲厅来一两杯美酒。

5. 乌拉圭3

您想要来个与众不同的海滩度假体验？那么

南美的美景都是为您而设。即使在旺季，

乌拉圭大部分绵绵不息的白沙滩几乎清幽

无人。仅在12月里的数周，周围环境瞬间

充满活力，此时也是最佳的观光时刻	-	比

如地中海的伊维萨岛式(Ibiza)和米科诺斯

式(Mykonos)的沙滩狂欢派对；木筑餐厅、

海滩酒吧和富有艺术气息的小酒店则为越

过(River Plate)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赶来此地开

办圣诞和新年狂欢派对的群众敞开大门；

当然，也热烈欢迎您。

若您仅想独自享受海滩的幽静，您依然可

到何塞伊格纳西奥(Jose Ignacio)、拉巴拉	

(La Barra)和埃斯特角城(Punta del Este)等嬉

皮士小镇找到让您满意的落脚处。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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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1	2017年9月13日，The Intrepid Travel，2018年12月份11大旅游目的地。2	2016年6月29日，Vogue，初探圣巴特岛指南。3	Conde 
Nast Traveler，12月份到哪里度假？：十大最佳旅游目的地。4	2018年9月1日，今日在线，使用外币时，如何能更省钱。

修订后的条款和条件适用于: 2018年HSBC Premier Travel Mastercard®信用卡。此计划仅适用于主要持卡人。获得的飞行里程积分，海外消费

上限为20,000飞行里程积分，以及每个历月国内消费上限为30,000飞行里程积分。每RM4本地消费即可赚取1飞行里程积分。每位合格持卡人

每年最多可免费作客12次。第13次与随后的作客以及随行客人(包括附属卡持有人)将按每次作客征收每人27美元的象征性费用。费用条款或可

酌情修改。Expedia的7%折扣仅限1间酒店客房的预订。	Agoda和Expedia折扣均受各自条款和条件所约束。根据与任何商户类别代码相对应的

航空公司的机票类别购买价值RM2,500或以上的机票，合格持卡人将获得RM80的Grab促销代码(“Grab Promo Code”)。	

若您计划今年12月到海外度假，那么您或

需用到外币。有了周详的规划，您可在外

币兑换时节省更多，所节省的余额能让您

支付额外的美食消费或购物4。

无论是与货币兑换商兑换货币，使用信用

卡还是从国外的自动提款机取款，您都可

能需要支付一些外币兑换费4。例如，据

Woolhampton大学的旅行省钱报告研究显

示，根据您兑换货币的位置，费率或有

6.25%或更高的差异。以下为您提供一些

有用的提示：

1.	查询您所需的货币实际汇率4。XE.com 

 等在线服务提供各银行汇率的显示，	

	 供您参考4。

2.	 在需要兑换外币时，请选择与提供最优	

	 惠利率的货币兑换商交易，而非随意与	

	 任何一家货币兑换商交易4。

3.	 若您打算使用信用卡支付您的旅费，	

	 请选择一张为您提供旅游优惠的信用	

	 卡-	这能让您更省钱4。例如，HSBC  

 Premier Travel信用卡提供以Agoda、	

	 Expedia预订套房和与航空公司购买机票	

	 时的折扣，让您免费享用全球850座机	

	 场里的贵宾厅、提供电子钱包保险保障	

	 和前往机场的免费Grab召车服务*。

4.	 对于经常出国远行的人士，您可考虑开	

	 设一个外币存款户口，并使用该户口里	

	 的资金支付海外开销。

5.	在国外旅游时使用信用卡能让您享受更	

	 多的折扣和优惠。HSBC Premier Travel 

 信用卡为您提供横跨160个国家，超过	

	 19,000家当地商家的消费优惠，包括	

	 购物、餐饮和旅游服务。此外，您在	

	 国外度假时每消费RM1，您将获得1：1 

 的飞行里程积分*。

欲知更多有关HSBC Premier Travel信用卡如

何让您在旅游时获得更多优惠的详情，请

立即联系我们。

旅游省钱小提示



 5 RHB Gold and General Fund 资产股 0.19 -8.75 -7.85 -12.65 32.05

 4 CIMB-Principal Greater China Equity Fund 资产股 -10.34 -11.03 -10.56 -11.68 26.47

 4 Franklin U.S. Opportunities Fund - MYR Class 资产股 -10.04 -5.76 0.18 6.70 24.10

 4 RHB GS US Equity Fund 资产股 -5.37 -1.54 3.73 8.88 23.72

 4 Franklin U.S. Opportunities Fund - USD Class 资产股 -10.02 -5.80 0.01 7.01 22.77

 3 Eastspring Investments Equity Income Fund 资产股 -4.29 -3.69 -2.60 2.23 22.50

 3 CIMB-Principal Asia Pacific Dynamic Income Fund 资产股 -9.46 -11.51 -15.50 -9.80 21.92 
  (Class USD)

 3 Affin Hwang Select Opportunity Fund 资产股 -4.02 -4.28 -8.66 -6.50 21.28

 4 Manulife Investment Asia-Pacific REIT Fund 资产股 -5.20 -4.16 -0.64 -3.18 20.90

 3 CIMB-Principal Asia Pacific Dynamic Income Fund 资产股 -8.31 -9.99 -11.68 -8.25 20.32 
  (Class SGD)

 3 Affin Hwang Select Dividend Fund 资产股 -4.33 -5.81 -7.79 -4.83 19.69

 5 Manulife India Equity Fund 资产股 -4.54 -12.27 -7.77 -10.36 18.95

 3 CIMB-Principal Asia Pacific Dynamic Income Fund 资产股 -8.45 -8.98 -9.99 -11.09 18.00 
  (Class MYR)

 4 RHB US Focus Equity Fund 资产股 -12.79 -10.58 -7.77 -6.72 17.59

 3 Affin Hwang Select Asia (ex Japan) Opportunity Fund 资产股 -6.27 -9.63 -12.21 -11.52 17.31

 4 Advantage Asia Pacific ex Japan Dividend 资产股 -8.97 -8.55 -8.48 -11.74 16.92

 2 AmTactical Bond 固定收益 0.24 1.12 2.86 3.28 16.15

 4 Eastspring Investments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Fund 资产股 -8.15 -9.19 -10.72 -14.04 15.46

 2 Affin Hwang Select Balanced Fund 资产配值 -3.21 -2.62 -4.26 -1.75 15.04

 1 CIMB Islamic Sukuk Fund 固定收益 0.24 1.30 2.61 4.48 14.93

汇丰银行基金精选

您应考虑投资风险与本身风险承受能力相等或更低的投资产品。

请向本行理财客户经理咨询， 以获取更多有关上述基金的详情。

短期基金表现

•	投资者受建议在投资之前，先详读与了解有关产品的销售文件与招股说明书。	此外，投资者应在投资前考虑相关费用。若有任何的收益分配，单位价格或可升可跌。	

	 由HSBC经销发售表现最佳的单位信托基金(以3年的业绩表现	增长率为统计)。数据摘自Morningstar	Asia	Limited，以截至2018年11月9日为准。

*	 资产类型乃根据Morningstar	Asia	Limited投资管理分类。

风险承受评估表

} 您基本上只接受极低	

	 程度的风险，以换取	

	 极低程度的潜在投资	

	 回报。

} 或适合您的产品之资	

	 本值可能波动，甚至	

	 跌至低于原本的投资	

	 额。预期在正常市况	

	 下仅轻微波动(纵使不	

	 能保证)，而您可接受	

	 此种程度的波动。

} 您基本上只接受低程

	 度的风险，以换取	

	 低程度的潜在投资	

	 回报。

} 或适合您的产品之资	

	 本值可能波动，甚至	

	 跌至低于原本的投资	

	 额。预期在正常市况	

	 下仅低波动(纵使不能	

	 保证)，而您可接受此

	 种程度的波动。

} 您基本上只接受中度

	 的风险，以换取中度	

	 的潜在投资回报。

} 资本值可能波动，	

	 甚至跌至低于原本的	

	 投资额。预期波动大	

	 于适合较低风险承受	

	 能力投资者的产品，	

	 但并不高于较高风	

	 险承受能力投资者	

	 的产品。

} 您基本上只接受高度	

	 的风险，以换取高程

	 度的潜在投资回报。

} 资本值可能有相当	

	 大幅的波动甚至跌至	

	 低于原本的投资额。	

	 您明白风险及回报相	

	 对的投资原则，而您	

	 可接受此种程度的	

	 波动。

} 您基本上只接受重大

	 的风险，以换取重大	

	 的潜在投资回报。

} 资本值可能有大幅的

	 波动甚至跌至低于原	

	 本的投资额。您明白	

	 风险及回报相对的投	

	 资原则，而您可接受	

	 此程度的波动。

1级风险承受级别 2级风险承受级别 3级风险承受级别 4级风险承受级别 5级风险承受级别

非常谨慎型 谨慎型 平衡型 冒险型 投机型

风
险

评
估

表

基金 资产 
类型

1个月
(01.10.18至31.10.18)

%

3个月
(01.08.18至31.10.18)

%

6个月
(01.05.18至31.10.18)

%

1年
(01.11.17至31.10.18)

%

3年
(01.11.15 to 31.10.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