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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礎設施 

 
拜登的基礎設施計劃取得進展 

 
拜登總統和一群兩黨參議員終於宣布了一項基礎設施支出協議，預料將在八年內支出$1.2萬億美元，為史上

最大型基礎設施投資。1在$1.2萬億美元中，$5790億美元被視為「新支出」，其中$3130億美元專用於交通

運輸，主要集中在道路、橋樑和重大項目上。2剩餘的$2660億美元將用於電力、寬頻、水和氣候應變等非交

通基礎設施項目。 

 

$1.2萬億美元兩黨基礎設施協議的特點是$5790億美元的新支出，可能橫跨美國就業計劃概述的重要領域 

基礎設施領域 新支出(十億美元) 這是就業計劃的一部分？ 

運輸基礎設施 $3128億美元 

道路、橋樑、重大工程 $1100億美元 x 

客貨鐵路 $660億美元 x 

一般公共交通 $485億美元 x 

機場 $250億美元 x 

基礎設施融資局 $200億美元  

港口和水路 $163億美元 x 

電動汽車和電氣化交通 $150億美元 x 

其他 $120億美元 不適用 

新一代基礎設施 $2662億美元 

電力基礎設施  $730億美元 x 

寬頻基礎設施 $650億美元 x 

水利基礎設施/倉庫 $600億美元 x 

韌性基礎設施 $472億美元 x 

關閉停產油井/礦山 $160億美元 x 

環境修復 $50億美元 x 

新支出總額 $5790億美元 
註：概述的領域/支出金額基於宣布協議之前圍繞國會山莊流傳的大綱。由於拜登總統曾於新聞發布會上提及許多相同的領域/金額，包括額外新支出以及鐵路和交通，我

們很樂意將其包含在此項說明之中。 

資料來源：2021年《政客》，Global X ETF。 

 

成功通過兩黨基礎設施框架、預算決議和立法將加速創造就業機會和購入美國製造材料，在短期內刺激經濟

增長。較長遠而言，基礎設施支出的回報預料將對國內生產總值產生強大的積極影響，部分人士估計每$1

美元基礎設施支出長遠可使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20美元。3儘管在拜登聲明拒絕簽署後，共和黨人最初

強烈反對，但後來美國家庭計劃藉著和解獲得單獨通過，隨後拜登撤迴聲明，並承諾客觀地支持協議，計劃

才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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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 

 
Shopify開設Shop Pay 

 
Shop Pay是Shopify非常成功的一按付款流程，現已不再為Shopify商戶獨有；隨著社交媒體巨頭集成更多電

子商務功能，Shop Pay功能將被添加到Facebook和Instagram的平台之中。用戶在Instagram等平台上到達付

款步驟時可選擇以Shop Pay作為偏好方式，以在手機上接收確認碼，然後輸入該確認碼以完成訂單，無需離

開Instagram。據Shopify稱，Shop Pay的速度提高了70%，轉換率比典型的結賬流程高1.72倍。4Shop Pay

提供簡化付款流程，自推出以來已處理訂單總值超過$240億美元。谷歌也將在2021年末添加支付功能，向超

過100萬家商戶提供Shop Pay。5 

 
 

 
鋰和清潔科技 

 
專注於更環保實踐的大型礦企業 

 
鋰礦企業越來越重視可持續性。在其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中，鋰生產商SQM重申立場，承諾努力限制其造成

的負面影響，致力於保護環境。公司的核心目標包括到2030年將海水提取量減少一半，到2040年將大陸用水

量減少65%，並到2040年實現碳中和。6SQM還承諾遵守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電池聯盟(GBA)的可持續性原則。

同樣，雅保的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詳述了該公司到2050年減少能源和水的使用並實現淨零碳排放的目標，7更

承諾到2030年以碳強度中性的方式發展其鋰業務。8為加強其對氣候救援工作的忠誠度，雅保已簽署聯合國全

球契約(UNGC)。SQM和雅保與Livent和Orocobre等行業同行一起致力於綠色鋰運動。雖然鋰是用於電動汽車

和可再生能源儲存最先進電池的關鍵材料，但鋰開採歷來均因其對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備受抨擊。 

 
 

 
電子遊戲和電子競技 

 
參與遊戲人數持續超越預期 

 
在由大流行引致的鎖國期間，遊戲行業蓬勃發展，但即使經濟重新開放且天氣好轉，電子遊戲仍繼續保持強

勁勢頭。從年初到2021年5月，行業銷售額達到$240億美元，與2020年同期相比增長了17%。9美國5月最暢

銷的遊戲是Capcom的《生化危機：村莊》，該遊戲在推出當月已創下所有本年推出遊戲的最高銷售額。10同

樣，硬件銷售額從年初至今增長了36%，總計達$19億美元，11增長主要歸因於索尼和微軟於11月推出的新遊

戲機。自推出以來，PS5和Xbox Series X & S的銷量分別達900萬台和533萬台。12長遠而言，到2027年，全

球電子遊戲機市場預料將實現5.25%的複合年增長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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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計算 

 
雲端計算在新興市場加速發展 

 
以往，新興市場(EM)對雲端的採納落後於發達市場。但隨著公共雲端選項越來越容易獲得，這個情況正在改

變。越來越多中東中小企業採用基礎公共雲端技術、可視化硬件和計算基礎設施。為中東中小企業提供以上

服務的主要企業集團包括甲骨文、IBM和Adobe Systems。中東和非洲(MEA)雲端計算市場規模預料將從

2021年的$142億美元增長到2026年的$314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17.2%。14除了因為美國主要雲端供應商

的影響力不斷擴大之外，MEA地區最終能夠採用雲端技術還因為政府的舉措和數碼基礎設施的改善。 

 
雲端計算領域的合作者 

 
雲端技術領域的兩大巨頭亞馬遜網絡服務(AWS)和賽富時宣布進一步整合兩家公司和服務的計劃。有了新的

改善方案，儲存在AWS中的數據將自動傳輸到賽富時的平台，無需自定義編碼。賽富時還將模仿部分AWS功

能，例如語音、影片和人工智能技術。雖然整合預料將在2022年底完成，但隨著各雲端供應商聯手合作，整

合可能會對行業產生連鎖影響。2021年第一季度，雲端基礎設施支出總額達$186億美元，其中AWS佔37%，

緊隨其後的微軟Azure佔23%。15 

 
 

 
清潔科技 

 
企業與氣候變化賽跑 

 
政府資助和法規通常被視為實現碳中和的關鍵。但在政府預算緊張的新興市場，對於支持向清潔能源轉型，

私營機構發揮更大的作用。例如，涉足從煉油到電信等各個行業的印度企業集團信實工業承諾在未來三年投

資$100億美元，以加快印度在清潔能源方面的發展。16同樣，宜家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計劃成立一個$10

億美元的基金，每個基金會提供$5億美元，以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可再生能源計劃，17目標是減少10億噸溫室

氣體排放，並向10億人口配送可再生能源。以上基金會旨在吸引國際發展機構投入高達 $100億美元的額外資

金，並突出其商業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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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涉及風險，包括可能損失本金。所討論的策略並不保證成功。國際投資可能會涉及因貨幣價值的不利波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的差異或其

他國家的經濟或政治不穩定而帶來資本損失的風險。新興市場涉及與相同因素相關的更高風險，以及更大的波幅和更低的交投量。焦點集中的

投資或會帶來更大波幅。非分散化基金。 

從事資訊科技業務的公司可能會受到產品快速淘汰和行業競爭激烈的影響。風險包括硬件或軟件故障導致服務中斷、第三方服務中斷或延遲、涉

及由社交媒體公司管理及傳輸某些私人、敏感、專有及機密資訊的安全漏洞，以及私隱顧慮及法律、不斷發展的互聯網法規以及可能限制或以其

他方式影響營運的其他國外或國內法規。從事醫療保健、基因組學、生物技術及醫療器材領域的公司或會受到政府法規、專利過期、產品快速淘

汰以及激烈行業競爭的影響。 

清潔科技公司往往面對激烈的競爭、較短的產品生命週期以及潛在的產品迅速被淘汰。與投資社交媒體公司相關的風險包括：硬件或軟件故障導

致服務中斷、第三方服務中斷或延遲、涉及由社交媒體公司管理及傳輸某些私人、敏感、專有及機密資訊的安全漏洞，以及私隱顧慮及法律、不

斷發展的互聯網法規以及可能限制或以其他方式影響該等公司營運的其他國外或國內法規。這些公司可能會受到能源價格和可再生能源供需波

動、稅收優惠、補貼以及其他政府法規和政策的重大影響。投資鋰和鋰採礦業還存在其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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