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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过往表现不能作为未来回报的依据。

资料来源：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各期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经济展望》。国内生产总值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7 年 10 月 

发布的数据，以美元为币值。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能会调整，过往数字 

或有变动。2022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是基于估计数据。

2017 年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

2017 年全球人口的占比

过往表现不能作为未来回报的依据。

资料来源：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各期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经济展望》。国内生产总值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7 年 10 月 

发布的数据，以美元为币值。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能会调整，过往数字 

或有变动。2022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是基于估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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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是投资者可选的其中一个 

最具活力和创新的市场

该地区过去 20 年来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有 9% 的年化增长率，超越了传统的先进 

经济体。

预测此趋势将持续下去，2022 年将有 8%  
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亚洲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越来越大 
人口也不断增长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亚太 (日本除外) 指数所 

包含的 13 个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47%，目前 

占全球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 26%。

亚太地区有一些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城市， 

人口日益增加，收入正在上升，推动整个地区的 

消费增长。

经济增长因而驱动  
4 个强而耐久的长期趋势

• 消费：人口增长、收入上升和失业率低

• 贸易：区域内贸易增长，关税下降

• 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下的良性循环

• 技术：在各个板块引起混乱

该地区过去 20 年的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有 

超过 9% 的年化增长率

亚太股票
众多加拿大投资者增补组合的必然选择

世界其他地方

亚太地区
日本除外：26%

加拿大：2%

世界其他地方

亚太地区
日本除外：47%

加拿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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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亚太地区

• 机会：强健的经济增长正在推动财富上升和消费增长

• 增补：技术以及对消费品和金融产品的需求，使亚洲成为由商品带领的加拿大市场的必然夥伴

• 信念：主动管理可以协助投资者弥合股市和经济之间的回报滞後

亚洲是增补加拿大股票组合的必然选择

右图显示各个板块在亚太地区和加拿大股票 

市场所占比重。

能源和材料板块在加拿大股市占主导地位， 

亚洲股市则由信息技术、房地产和消费类股 

占更大比重。

这意味着亚洲提供机会投资于增长迅速但 

在加国市场中占比偏低的技术和消费品公司， 

它们的表现不会过度受商品价格的变动支配。 

主动的投资

股票市场并非总是反映经济增长；波动、 

不良的企业管治和资本管理有时会阻碍了 

回报。

投资者需要小心选择。一套主动地管理、 

基于高信念、聚焦于亚洲最强企业的投资 

方针，有助于弥合经济和股市回报之间的 

差距。

亚洲提供机会投资于 

增长迅速但加国市场缺乏 

的技术和消费品公司

标普多伦多证券交易所相对于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

亚太 (日本除外) 指数

各板块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标准普尔及 Martin Currie；2018 年 3 月 31 日数据

年化增长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市场指数

过往表现不能作为未来回报的依据。

资料来源：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各期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经济展望》。国内生产总值是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7 年 10 月
发布的数据，以美元为币值。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可能会调整，过往数字

或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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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之陈述由道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TD Asset Management Inc.) 提供，仅供资料说明之用。本文根据相信为可靠的资料汇编而成。图表仅供解说之用， 

并不反映任何投资的未来价值或未来表现。本文资料并不旨在提供财务、法律、税务或投资建议，衡量个别投资、税务或交易策略时，应考虑个别人士的目标和 

风险承受能力。本文所示的指数回报只供作为比较之用。指数是不受管理的，其回报不包括任何销售费用，而该些成本将会降低表现。不能直接投资于指数。 

本文的部分陈述可能会包含前瞻性陈述，它们属预测性质，可能包括例如 “预期”、“预料”、“打算”、“相信”、“估计” 和类似的前瞻性字句或它们的否定式版本。 

前瞻性陈述是基于对未来整体经济、政治和相关市场因素，例如利率和汇率、股票和资本市场、整体商业环境的当前预期和推算，假设税法或其他法律或 

政府规例或灾难性事件没有改变。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和推算本质上是会受到未能预见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影响。此等预期和推算，将来可能是不正确的。 

前瞻性陈述并非对未来表现的保证。实际情况可能会与任何前瞻性陈述中所明示或暗示的大不相同。这些偏离可以由很多重要因素促成，包括上文所列出的 

因素。您应避免依赖前瞻性陈述。道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道明银行 (The Toronto-Dominion Bank) 全资附属机构。所有商标分别为其拥有机构之产权。 

® 道明 (TD) 标志和其他商标是道明银行的产权。

此中文译本仅供参考之用，一切以英文原文为准。

详情请联系您的财务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