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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驅動的創新正在推動亞洲的⽣產⼒和經濟增⻑並將亞洲製造轉變
為亞洲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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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actSet, 睿亞資產, 2022年5⽉

元宇宙不僅僅有關遊戲 – 在不同個⼈消費及企業領域已有越來越廣泛的
跨⾏業應⽤

為何投資亞洲創新科技?

由科技驅動的創新和數位轉型是
亞洲乃⾄全球⽣產⼒可持續增⻑
的重要驅動⼒

亞洲地區政府和私營市場的重⼤
投放——數字經濟和建設現代⾼
科技社會是中國“⼗四五”規劃的
核⼼部份

數字化經濟將會加速發展，⽽半
導體和新⼀代運算技術將會是關
鍵—預計超過 65% 亞太地區的
GDP 將會實現數字化，到 2023
年其預算將超過 1.2 萬億美元1

綠⾊科技和⼯業 4.0 正在改變亞
洲的⽣產能⼒：淨零排放⽬標正
在改變企業的資本⽀出。到
2024 年，預計全球 72% 的新部
署⼯業機器⼈將會安裝在亞洲2

元宇宙不僅僅有關遊戲，在不同
個⼈消費及企業領域已有越來越
廣泛的跨⾏業應⽤—國際顧問公
司麥肯錫預測，消費和企業相關
的元宇宙市場規模到 2030 年將
⾼達到 5 萬億美元3

隨著技術和元宇宙的⽣態系統和
流程變得成熟，跨⾏業的協作將
帶來重⼤機遇

圖表來源：Value creation in the metaverse, 麥肯錫（2022年6⽉）

資料來源： 1國際數據公司（2020年11⽉）， 22022年
世界機器⼈報告； 3Value creation in the metaverse，
麥肯錫（2022年6⽉）

精准捕捉 – 50檔亞洲區內受創新技術⽀持的⾏業領導者

泛亞洲股市

19,000+
12個亞洲交易所上市股票及
美國預託證券

剔除受制裁或違反聯合國全
球契約組織有關環境、社會
和公司治理(ESG)原則的公司

創新⾏業

330+
>20%收入來⾃
132個創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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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研⽀出比 >5%，
或

預估收入成⻑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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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管理⼈ 睿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受託⼈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 (亞洲) 有限公司

基⾦規模 4 百萬美元

基準指數 Premia FactSet 亞洲元宇宙及創新科技指數

管理費 每年 0.50%

基礎貨幣 美元

上市⽇期 2018年8⽉6⽇

主要持倉

科⼤訊⾶ 3.76%

瑞薩電⼦ 2.71%

Sea公司 2.56%

網易 2.47%

騰訊控股 2.34%

理想汽⾞ 2.29%

發那科 2.26%

歐姆龍 2.24%

百度 2.22%

索尼 2.19%

寧德時代 2.18%

兆易創新 2.16%

基恩⼠ 2.14%

東京威⼒ 2.07%

佳能 2.07%

指數
Premia FactSet
亞洲創新科技

MSCI亞洲
中證海外
中國互聯網

中證全球
中國互聯網

MSCI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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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準⽇ * 8.0% 3.7% -0.3% 3.2% 2.3%

波動率 * 19.8% 14.8% 34.3% 32.3% 23.6%

夏普比率 * 0.35 0.18 - 0.07 0.05

為何投資 Premia 亞洲創新科技 ETF ?

透過單⼀產品捕捉亞洲創新⼤趨勢： 數位化產品、⽣物科技與醫療創新、⼈⼯智慧與機械⾃動化

聚焦于亞洲區內受創新技術⽀持的⾏業領導者： 與FactSet合作、基於其獨有的RBICS公司細分⾏業收入系統進⾏篩選

具成本效益： 經常性開⽀僅每年0.50%

指數績效表現

* 年化績效⾃2014年6⽉13⽇⾄ 2023年4⽉28⽇；績效按美元計。 資料來源：彭博（2014年6⽉13⽇⾄ 2023年4⽉28⽇；以2014年6⽉13⽇為基準⽇，基點為100）

重要通告 基⾦追蹤其基礎指數的表現，⽽該指數並沒有將環境、社會和管治因素作為其主要投資重點。⽬前的披露是根據證監會的指引，並遵循管理⼈的氣候相關風險評估⽽作出。 管理⼈將就本披露的適⽤性和程度作定期評
估。

免責聲明 本文件由睿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所編制和發⾏。Premia ETF 系列⼦基⾦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認可。證監會的認可並不等如對該計劃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該計劃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
保證。本文件未經證監會審查，在任何管轄區中並不當成買賣任何證券或訂立任何其他交易的要約、推薦或招攬。對於在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的潛在投資者，請就認購基⾦的資格尋求專業意⾒。除非另有說明，所有資料均截
⾄2023年4⽉28⽇。資料來源：彭博社和睿亞資產。以上資料僅供參考。過往的業績資料並不預⽰未來的業績表現。投資涉及風險，包括本⾦虧損的風險。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投資可能涉及更⾼的風險，例如波動性增加和交易量
下降，並可能比投資於發達國家的風險更⼤。在決定投資前，投資者應先閱讀基⾦說明書和產品資料概要，以瞭解詳情，其中包括風險因素。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全額本⾦。個別股票價格/表現不代表基⾦回報。投資回報和投
資本⾦價值將上下波動，使得投資者將其出售或贖回時的股票價值可能⼤於或低於原始成本。如本文件的英文版與中文版內容不⼀致，則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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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FactSet Research Systems Inc. 概不對上述有關指數及數據的錯誤、遺漏或中斷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