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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X ETFs研究 

下一個大主題：2021年9月 

金融科技與電子商務 

先買後付成為大科技 

先買後付（BNPL）服務在過去15個月增長了85%，主要貢獻者為傳統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以外的行業。
1Affirm最近宣布與亞馬遜合作，讓消費50美元或以上的亞馬遜客戶通過Affirm進行分期付款，2在豁免罰款的

情況下將交易成本分期繳付。此消息是在支付服務公司Square以290億美元全股票交易收購Afterpay之後發布

的。3Square以其流動銷售點（POS）系統和通過Cash App平台為微型商戶提供卡接受服務而聞名。收購

Afterpay將先買後付引入Square的生態系統，進一步加強其全渠道產品供應。此外，Afterpay消費者將可利用

Cash App管理交易和分期付款。 

美國基礎設施 

美國1.2萬億美元兩黨協議取得進展 

為了在9月下旬通過1.2萬億美元的兩黨協議，眾議院民主黨通過了一項3.5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預算決議，4主
要允許民主黨制定和通過大規模支出計劃，並將獲得參議院通過的基礎設施法案呈交拜登總統，以簽署成為法
律。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的最新更新強調對太陽能的投資，這將有助美國實現拜登總統的2035年清潔電力目
標，同時將消費者和社區的能源成本保持在低水平。該投資承諾可以為目前提供約300,000個職位的太陽能行
業增加大量就業機會。5法案的其他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加強交通運輸、水利基礎設施和環境修復、數碼基礎設
施和清潔科技。 

網絡安全 

企業致力於網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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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obile最近的資料外洩是揭示大型企業網絡安全防禦關鍵漏洞的最新事件。為了解決違規問題，T-Mobile

將與網絡安全公司麥迪安和畢馬威顧問合作。在T-Mobile進行此舉的同時，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實現國家網絡

防禦現代化，作為其改善關鍵基礎設施控制系統網絡安全國家安全備忘錄的一部分。此外，美國國家標準

暨技術研究院（NIST）將與私營部門合作加強總體安全和供應鏈安全。蘋果宣布準備進行一項具有類似目

標的安全計劃。此外，谷歌及微軟分別承諾在未來五年對零信任計劃和開源安全投資100億及200億美元。
6IBM採取勞動力為本方案，誓言要培訓150,000人掌握網絡安全技能，類似亞馬遜向公眾提供的免費安全意

識培訓。7
 

 

 

機械人技術 

 

機械人空降倉庫 

 
機械人不再僅用於工業供應鏈。以前，機械人主要用於將對人類來說過於繁瑣或危險的工廠工作進行自動化。

現在，隨著機械人集成變得更加人性化，它們已進駐前線的位置。例如沙律連鎖店Sweetgreen宣布收購機械

人廚房Spyce，利用其技術讓Sweetgreen能夠將食品併合等工作自動化，讓其員工專注於招待。機械人不僅

執行越來越多人類工作，而且也開始與人類相似。電動汽車巨頭特斯拉招聘機械人專家，為其製造新的人形

機械人，即最近宣布的Tesla Bot。Tesla Bot重達125磅，步行速度為每小時5英里，將負責操作特斯拉工廠

的自動化機器以及為自動駕駛輔助軟件提供動力的部分硬件和軟件。8
 

 

 

基因組學 

 

基因排序與病毒變種 

 
全球迄今有54.8億人接種了疫苗，但是SARS-Cov-2如何變種並降低疫苗效力將是實現更健康未來的最大障礙。
9在英國，患者的快速基因排序和PCR基因分型SARS-CoV-2陽性鼻腔及咽喉拭子發現了潛在的疫苗逃逸變種

病毒。測試發現兩個來自B.1.621譜系的潛在疫苗逃逸變種病例，其中K417N突刺突變與在南非首次發現beta

變種病毒的疫苗逃逸有關。10成功找出突變和來源可以鼓勵他國仿效。在印度，德里政府要求各地區呈交所有

新冠肺炎陽性樣本，以進行基因排序。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向紐約州衛生部撥款2000萬美

元，以助其進行基因排序。11
 

 

 

區塊鏈 

 

加密貨幣成為全球合法貨幣 

 
消息指參議院基礎設施法案預料美國國稅局將可從買賣比特幣、以太坊和其他數碼資產的資產增值欠稅中籌

集280億美元稅收，讓許多人感到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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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這可能是政府朝著正式接受加密貨幣作為合法資產和/或支付方式而邁出的一大步。12 央行數碼貨幣

（CBDC）正在迅速成為傳統銀行服務不足國家的解決方案。CBDC處於實體貨幣和數碼貨幣的交界，利用分

佈式賬本技術為既存實體貨幣提供數碼形式。截至8月，橫跨五個加勒比國家的兩家中央銀行——巴哈馬中央

銀行和東加勒比中央銀行全面推出了CBDC。13 印度中央銀行是最近宣布可能在今年較後時間進行CBDC試驗

的銀行。 

 
 

1. 2021年8月3日 PYMNTS.com “Buy Now, Pay Later: 5 Fast Facts”（「先買後付：5 個快速事實」）。 

2. 2021年8月27日美國商業資訊 “Amazon Partners with Affirm to Deliver Pay-Over-Time Option at Checkout”（「亞

馬遜與 Affirm 合作在結賬時提供延期付款選項」）。 

3. 2021年8月9日 PYMNTS.com “What The Square Afterpay Deal Means For BNPL, FinTech, BigTech And Banks”

（「Square 和 Afterpay 的協議對先買後付、金融科技、大科技和銀行的意義」）。 

4. 2021年8月24日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House Democrats clear path toward passing $3.5 trillion budget 

bill and infrastructure plan after breaking stalemate”（「在打破僵局後，眾議院民主黨人為通過3.5萬億

美元預算法案和基礎設施計劃開闢道路」）。 

5. 2021年8月17日白宮“FACT SHEET: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Deal and Build Back Better Agenda Present 

Bright Future for Solar Power, Good Jobs, and More Affordable Energy” （「背景說明資料：兩黨基礎設

施協議和重建更好的議程為太陽能、就業機會和更可負擔的能源呈現光明的未來」）。 

6. 2021年8月25日白宮“FACT SHEET: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Private Sector Leaders Announce Ambitious 

Initiatives to Bolster the Nation’s Cybersecurity” （「背景說明資料：拜登政府和私營部門領袖宣布加強國家網

絡安全的積極舉措」）。 

7. 同上。 

8. 2021年8月26日 《經濟時報》“Tesla starts hiring roboticists for its humanoid robot project” （「特斯拉開始為其人

形機械人項目招聘機械人專家」）。 

9. 2021年9月3日《紐約時報》 “Tracking Coronavirus Vacci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冠狀病毒疫苗接

種情況追蹤」）。 

10. 2021年8月13日 Lancelet Infectious Diseases 2021 “Rapid genome sequencing in hospitals to identify potential 

vaccine-escape SARS-CoV-2 variants” （「醫院利用快速基因排序識別潛在的疫苗逃逸 SARS-CoV-2 變種病

毒」）。 

11. 2021年8月5日 News10“COVID genome sequencing can help New York battle variants” （「新冠肺炎基因排序有

助紐約對抗變種病毒」）。 

12. 2021年8月2日 MarketWatch “What new crypto tax rules would mean for average investors and miners”（「新的

加密稅收規例對一般投資者和礦工的意義」）。 

13. 2021年8月30日納斯達克“CBDCs Are Coming,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Crypto-Banking”（「央行加密貨幣即將推

出，開創加密銀行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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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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與基礎設施相關的公司更容易受到潛在不利經濟、法規、政治和的影響這些實體的其他變化所影響。投資基礎設施相關公司要承受各種風險，

包括政府法規、與基建計劃相關的高利息成本、與合規性和環境法規變化相關的成本、經濟放緩和產能過剩、與其他服務提供商的競爭以及其他

因素。 

投資區塊鏈公司可能面臨以下風險：區塊鏈為創新技術，其許多用途可能仍未經測試；打開區塊鏈的密鑰被盜、丟失或毀壞；激烈的競爭和產品

快速被淘汰；網絡安全事件；缺乏流動性市場；採納率緩慢；缺乏監管；第三方產品缺陷或漏洞；對互聯網的依賴以及業務線風險。區塊鏈技術

可能永遠不會開發優化的交易流程，以為任何公司實現經濟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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