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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驱动的创新正在推动亚洲的⽣产⼒和经济增⻓并将亚洲制造转变
为亚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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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actSet, 睿亚资产, 2022年5⽉

元宇宙不仅仅有关游戏 – 在不同个⼈消费及企业领域已有越来越⼴泛的
跨⾏业应⽤

为何投资亚洲创新科技?

由科技驱动的创新和数位转型是
亚洲乃⾄全球⽣产⼒可持续增⻓
的重要驱动⼒

亚洲地区政府和私营市场的重⼤
投放——数字经济和建设现代⾼
科技社会是中国“⼗四五”规划的
核⼼部份

数字化经济将会加速发展，⽽半
导体和新⼀代运算技术将会是关
键—预计超过 65% 亚太地区的
GDP 将会实现数字化，到 2023
年其预算将超过 1.2 万亿美元1

绿⾊科技和⼯业 4.0 正在改变亚
洲的⽣产能⼒：净零排放⽬标正
在改变企业的资本⽀出。到
2024 年，预计全球 72% 的新部
署⼯业机器⼈将会安装在亚洲2

元宇宙不仅仅有关游戏，在不同
个⼈消费及企业领域已有越来越
⼴泛的跨⾏业应⽤—国际顾问公
司麦肯锡预测，消费和企业相关
的元宇宙市场规模到 2030 年将
⾼达到 5 万亿美元3

随着技术和元宇宙的⽣态系统和
流程变得成熟，跨⾏业的协作将
带来重⼤机遇

图表来源：Value creation in the metaverse, 麦肯锡（2022年6⽉）

资料来源： 1国际数据公司（2020年11⽉）， 22022年
世界机器⼈报告； 3Value creation in the metaverse，
麦肯锡（2022年6⽉）

精准捕捉 – 50档亚洲区内受创新技术⽀持的⾏业领导者

泛亚洲股市

19,000+
12个亚洲交易所上市股票及
美国预托证券

剔除受制裁或违反联合国全
球契约组织有关环境、社会
和公司治理(ESG)原则的公司

创新⾏业

330+
>20%收入来⾃
132个创新⼦⾏业

成⻓潜⼒

200+
投研⽀出比 >5%，
或

预估收入成⻓率 >10%

创新领导企业

50
前50⼤企业
（按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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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ETF 资料截⾄2023年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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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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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本

韩国

台湾

新加坡

基本资料

管理⼈ 睿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 汇丰机构信托服务 (亚洲) 有限公司

基⾦规模 4 百万美元

基准指数 Premia FactSet 亚洲元宇宙及创新科技指数

管理费 每年 0.50%

基础货币 美元

上市⽇期 2018年8⽉6⽇

主要持仓

科⼤讯⻜ 3.76%

瑞萨电⼦ 2.71%

Sea公司 2.56%

⽹易 2.47%

腾讯控股 2.34%

理想汽⻋ 2.29%

发那科 2.26%

欧姆龙 2.24%

百度 2.22%

索尼 2.19%

宁德时代 2.18%

兆易创新 2.16%

基恩⼠ 2.14%

东京电⼦ 2.07%

佳能 2.07%

指数
Premia FactSet
亚洲创新科技

MSCI亚洲
中证海外
中国互联⽹

中证全球
中国互联⽹

MSCI
中国

年初⾄今 4.6% 3.7% -8.1% -7.2% -0.7%

1年 -7.8% -2.4% -3.4% -8.8% -5.8%

3年年化 2.6% 4.0% -13.9% -7.9% -6.3%

5年年化 1.5% 0.1% -11.2% -6.7% -5.0%

⾃基准⽇ * 8.0% 3.7% -0.3% 3.2% 2.3%

波动率 * 19.8% 14.8% 34.3% 32.3% 23.6%

夏普比率 * 0.35 0.18 - 0.07 0.05

为何投资 Premia 亚洲创新科技 ETF ?

透过单⼀产品捕捉亚洲创新⼤趋势： 数位化产品、⽣物科技与医疗创新、⼈⼯智慧与机械⾃动化

聚焦于亚洲区内受创新技术⽀持的⾏业领导者： 与FactSet合作、基于其独有的RBICS公司细分⾏业收入系统进⾏筛选

具成本效益： 经常性开⽀仅每年0.50%

指数绩效表现

* 年化绩效⾃2014年6⽉13⽇⾄ 2023年4⽉28⽇；绩效按美元计。 资料来源：彭博（2014年6⽉13⽇⾄ 2023年4⽉28⽇；以2014年6⽉13⽇为基准⽇，基点为100）

重要通告 基⾦追踪其基础指数的表现，⽽该指数并没有将环境、社会和管治因素作为其主要投资重点。⽬前的披露是根据证监会的指引，并遵循管理⼈的⽓候相关⻛险评估⽽作出。 管理⼈将就本披露的适⽤性和程度作定期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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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批注、出售或推⼴。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Inc. 不对投资有关产品的适当性作出任何声明或陈述。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Inc. 并不保证 Premia FactSet 亚洲元宇宙及创新科技指数或其包含的任何数据的准确性及/或完
整性。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Inc. 并不对上述有关指数及数据的错误、遗漏或中断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