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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組學 

 
監測病毒變種 

 
基因組監測是防禦 SARS-CoV-2 及其變種的關鍵方法之一，包括在英國、南非、巴西和印度檢測到的病

毒。泛美衛生局建立了新冠肺炎基因組監測區域網絡，以進行常規病毒基因組排序，目前全球有 22 個國家

參與。1 研究人員可以利用基因組排序和相關科學長時間追蹤突變，以確定變異譜系，從而對病毒的傳播了

解更多。有關突變的資料也可用於確定病毒是否已以可能影響疫苗和其他療法等方式進化。此外，來自人類

的基因排序資料亦有助確定哪些人可能較易受到感染或有較大健康風險，以及了解適用於不同人士的干預措

施。 

 
 

 

 
電動汽車 

 
美國清潔能源法案促進電動汽車銷售 

 
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在通過美國清潔能源法案方面取得進展，現正提交參議院正式簽署。該法案為電動汽車 

(EV) 提供稅收抵免的措辭尤其值得注意。根據現行法律，消費者購買符合條件的電動汽車可獲得高達 7,500 

美元的聯邦稅收抵免，但僅限於每家汽車公司所銷售的首 200,000 輛電動汽車。特斯拉和通用汽車的銷售已

經超越了限額，他們的客戶不再獲得抵免。只要電動汽車仍佔美國汽車總銷量的 50% 以下，美國清潔能源法

案都會繼續提供 7,500 美元稅收抵免。此後，稅收抵免將在三年內逐步取消。該法案還包括為於 2026 年之前

在美國工廠進行組裝的新型合資格插電式電動汽車提供 2,500 美元的稅收抵免。如果汽車在生產工人為代表

勞工組織成員的工廠組裝，更可獲得額外 2,500 美元的稅收抵免。電動汽車可獲總共最高 12,500 美元的稅收

抵免。如果法案獲得通過，某些電動汽車的標價可能會比類似的內燃機汽車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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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安全 

 
國土安全部為管道安全採取行動 

 
國土安全部 (DHS) 正在採取措施，以減緩勒索軟件網絡攻擊對殖民管道公司的影響，並防止未來對該國能源

基礎設施的攻擊。對殖民管道公司的襲擊導致該公司停業 11 天，使東海岸出現普遍的汽油短缺。2 負責監督

管道安全的運輸安全管理局 (TSA) 將與網絡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局 (CISA) 合作加強對國家管道的監控。網絡

安全人員短缺的問題將得到解決，以前自願為管道公司提供的網絡攻擊報告將成為強制要求。新規則還可能要

求公司委派網絡官員，與聯邦當局保持24小時的聯繫。3 像殖民管道公司這樣的網絡威脅事件數目呈上升趨勢，

預料全球網絡安全支出將繼續上升，政府的注意力亦將重新集中在關鍵行業的網絡防禦之上。 

 
 

 
物聯網 

 
政府視半導體為必需品 

 
半導體是連接汽車、電視和電器等設備的關鍵組件。隨著全球芯片短缺癱瘓某些行業，使其無法參與重啟的

經濟復甦，各國政府感到越來越不安。某些政府正在向本地製造業供應鏈進行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南韓最近

承諾到 2030 年為其芯片行業注入 4520 億美元的巨額資金。4 在行業巨頭三星電子的幫助下，政府的「K半

導體戰略」為半導體行業提供稅收減免、融資和基礎設施。在南韓作出宣布之前，美國政府提出了一項 500 

億美元的計劃，以加速在岸芯片製造和研究，中國亦承諾向自己的半導體產業注資約 1500 億美元。5,6 歐盟

表示希望到 2030 年在歐洲製造的半導體佔全球 20% 的份額，並為技術投資注入 1600 億美元，包括半導體。
7 在 21 世紀，安全本地半導體供應鏈的發展變得類似於之前數十年的能源獨立戰略。 

 
 

 
金融科技 

 
貝寶揭示二維碼和先買後付的增長潛力 

 
貝寶報告稱現時使用其於 2020 年 5 月推出二維碼支付功能的商家達 100 萬。8 在 2021 年第一季度，貝寶以

二維碼和店內卡支付處理了 64 億美元的交易。9 貝寶還報告稱於去年 9 月推出的「先買後付」（BNPL）功

能在第一季度處理了 10 億美元的交易，環比增長 36%。10截至第一季度，接受 BNPL 的商家達 330,000 家，

環比增長 33%。11 貝寶的 BNPL 獨立活躍用戶數目達 330 萬，環比增長 19%。12 值得注意的是 BNPL 的重

複使用率很高：50% 的 BNPL 用戶在三個月內再次使用，70% 的用戶在六個月內再次使用。13 基於以上的早

期採納數字，二維碼和 BNPL 增長率最終可能會成為金融科技生態系統中增長最快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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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 

 
各個平台跳上獲利的列車 

 
越來越多社交媒體平台融合電子商務、串流、遊戲和金融科技的元素，以提高用戶參與度和獲利的機會。但

平台成功的關鍵是適當地激勵內容創作者，尤其是以上新功能的內容。Snapchat 宣布將允許用戶通過聊天向

知名創作者打賞「禮物」，創作者可以憑「禮物」兌現。推特發布了 Tip Jar 功能，用戶可以通過 

Bandcamp、Cash App、Patreon、貝寶或 Venmo 向他們最喜歡的創作者匯款。推特還將提供「Super 

Follows」功能，讓用戶付費查看獨家推文。14 Facebook 最近策劃了一個按次付費觀看的體育串流平台，讓 

17,000 名粉絲每人花費 2.99 美元購買一張虛擬門票。15 Instagram 亦推出了一個將品牌與目標用戶和創作者

商店聯繫起來的市集，成為創作者銷售其產品的虛擬商店。16 此類獲利舉措可激勵創作吸引的內容，並幫助

社交媒體開拓廣告以外的多元化收入途徑。 

 
 

 

 

 

1. 2021 年 5 月 14 日泛美衛生局「專家稱病毒變種屬預期之內，但應繼續監測臨床模式的可能變化」(“Virus 

variants are expected, but surveillance should continue to monitor possible changes in clinical patterns, 

experts say”)。 

2. 2021 年 5 月 25 日《華盛頓郵報》「國土安全部將在 Colonial 被黑客攻擊後發布首批管道網絡安全法規」

(“DHS to issue first cybersecurity regulations for pipelines after Colonial hack”)。 

3. 同上。 

4. 2021 年 5 月 17 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政府正部署『類似戰時』的工作，以贏得全球半導體競賽」

(“Governments are deploying ‘wartime-like’ efforts to w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race”)。 

5. 同上。 

6. 2021 年 4 月 20 日 CRS 報告「中國半導體新政策」(“China’s New Semiconductor Policies”)。 

7.  2021 年 3 月 10 日 The Verge「數碼主權擔憂日增，歐盟目標倍增芯片製造」(“EU aims to double chip 

manufacturing amid growing fears about digital sovereignty”)。 

8. 2021 年 5 月 6 日 Payments Dive 「貝寶預測二維碼支付將蓬勃發展，並計劃擴展 BNPL」(“PayPal forecasts boom 

in QR-code payments, plans BNPL expansion”)。 

9. 同上。 

10. Payments Dive, (n8)。 

11. Payments Dive, (n8)。 

12. Payments Dive, (n8)。 

13. Payments Dive, (n8)。 

14. 2021 年 5 月 20 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商業頻道 「Snapchat 用戶將可在今年較後時間打賞熱門創作者」(“Snapchat 

users will be able to tip popular creators later this year”)。 

15. 2021 年 5 月 25 日雅虎 「Facebook 證明它可以通過按次付費觀看體育平台獲利」(“Facebook Proving It Can 

Monetize Sports on Pay-Per-View Platform”)。 

16. 2021 年 4 月 29 日《企業家 》 「Instagram 將讓您更輕鬆地通過內容獲利」(“Instagram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You 

to Monetize Your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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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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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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影響該行業的不利事件，投資大麻行業可能遭受損失。大麻是一個非常年輕且發展迅速的行業，其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包括適用法律的變

更（包括法規的增加、其他法規的變更以及相關的聯邦和州執法活動）以及市場發展，可能會導致企業突然縮減規模或關閉，並對有關證券的價

值產生負面影響。大麻公司受制於在州/地方、聯邦和國際層面可能有所不同的各種法律和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可能嚴重影響大麻公司取得融資和

傳統銀行服務的能力，影響大麻業務銷售與服務的市場，並限制了大麻的使用、生產、運輸、出口和儲存。根據美國聯邦法律，擁有、使用和進

口大麻仍然是非法的。儘管州法律已將大麻用於醫學和娛樂用途合法化，但將大麻使用定為刑事犯罪的聯邦法律仍然生效。這種衝突給所有大麻

公司造成波動和風險，聯邦政府對大麻法律的任何加強執法都可能對投資價值產生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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