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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及區塊鏈 

 

Web3 逐漸成形，元宇宙房地產市場升溫 

 
Web3 被視為互聯網 3.0，利用去中心化區塊鏈技術重新構想互聯網服務和流動應用程式。Web3 尋求利用新興

技術，例如加密貨幣、非同質化代幣 (NFT)、遊戲、擴增實境和虛擬現實以及元宇宙。Web3 跟元宇宙一樣，

鼓勵公司發展互操作性，並將所有權交到用戶手中。在元宇宙中迅速發展的數碼土地熱潮是數碼所有權的一

個典型例子。消費者持續使用由區塊鏈支援的加密貨幣投資音樂會場地、購物中心和其他高需求物業。即使

是 Sandbox 和 Decentraland 兩個流行元宇宙平台上最便宜的地塊，最近也以超過 13,000 美元的價格售出。1 

 
 

 

 

電動汽車 

 

電動汽車銷量繼續飆升 

 

在電動汽車 (EV) 預料將被廣泛採用的背景下，汽車製造商繼續生產電動汽車。最新可用數據顯示 2021 年 

11 月全球電動汽車銷量按年增長 72%，佔汽車總銷量的 11.5%。2 在目標成為首個停止銷售內燃機汽車的國

家挪威，其 2021 年新車銷量中近三分之二為電動汽車。3 特斯拉是挪威最暢銷的品牌，幫助該公司的第四季

度汽車銷量達到創紀錄的 308,600 輛，並將其年度總銷量推高至 936,712 輛，比 2020 年增長 87%。4 隨著該

公司的柏林和德薩斯超級工廠計劃於 2022 年投產，特斯拉的發展勢頭可能會持續下去。即使是後來加入電

動汽車競賽的公司也打算積極提高電動汽車產量。例如，豐田計劃到 2030 年生產 350 萬輛電動汽車，並開

發 30 款電池驅動車型。5 

 
 

 

 

金融科技 

 
先買後付正在發展成為銀行主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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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商務：在 社交媒體和電

子商務的交匯處尋求 增長 

 

下一個大主題: 2021 年 12 月 

 

與埃里克·布林約爾松就 顛覆

性技術和 數碼經濟進行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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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的美國調查參與者表示計劃在 2021 年使用先買後付 (BNPL) 平台進行至少部分節日消費。6 32% 的參與

者表示願意花費 99 美元，而 26 % 表示將花費高達 200 美元。7 由於中國消費者對在線購物的愛好以及其成熟

的流動支付生態系統，跟美國一樣，先買後付在中國市場具有巨大的成功潛力。2021 年，先買後付預料將增

長 51.3% 至 827.8 億美元。8 

先買後付的增長受主要信用評級機構關注。以往，先買後付貸款對消費者信用記錄沒有影響。然而，益博睿、

環聯和易速傳真正在努力創建先買後付貸款的信用報告，為消費者提供另一個建立和提高他們 FICO 信用評

分的機會。 

 
 

 

美國基礎設施 

 

第一步：港口 

 

隨著《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IIJA）的通過，對該國港口設施的投資正在進行中。12 月，運輸部長彼

得·布塔朱吉宣布為 19 個州和一個地區的 25 個新項目提供 2.41 億美元的酌情撥款資金，以幫助解決持續的

供應鏈問題。9 根據 IIJA，該撥款將在未來五年內每年增加一倍。10  以上投資不僅旨在緩解供應鏈問題，還可

提供就業機會。 

 
 

 

物聯網 

 

日本加入芯片競賽 

 

美國和中國以及台灣和南韓是競爭日益激烈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主要參與者。然而，一個值得注意的競爭對手

是日本。政府宣布目標到 2030 年將國內芯片收入增加兩倍，並為此目標投資 68 億美元。11 2021 年，芯片短缺

為豐田、索尼集團和基恩斯等日本頂級公司帶來了嚴重的供應鏈問題。此類短缺的潛在長期解決方案例子包

括政府最近批准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和索尼集團共同興建一家價值 70 億美元的芯片工廠。12 

 
 

 

大麻 

 

歐洲走向合法化 

 

12 月，馬爾他成為歐盟首個正式將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的國家。馬爾他居民將被允許攜帶最多 7 克大麻，並在

其住宅中種植最多 4 株大麻。13 馬爾他政府希望通過這項新法律結束對大麻的刑事定罪，並減少非法販運。緊

隨馬爾他，德國正準備允許持牌商店向成人銷售大麻，以對娛樂用大麻進行合法化。預料其他國家也會仿效。

盧森堡於 2021 年 10 月擬將個人使用大麻合法化，但因疫症而被推遲。此外，意大利還舉行了全民公投，將

種植和擁有家庭大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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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富》，“The cheapest plots on popular metaverse platforms are already selling for more than $13,000”(流行元宇宙平台上最便宜的地塊

售價已超過 13,000 美元)，2022 年 1 月 5 日。 

2. 尋找阿爾法，“EV Company News For The Month Of December 2021”(2021 年 12 月電動汽車公司新聞)，2022 年 1 月 3 日。 

3. 路透社，“Electric cars hit 65% of Norway sales as Tesla grabs overall pole”(電動汽車佔挪威總銷量高達 65%，並以特斯拉最受歡迎)，

2022 年 1 月 5 日。 

4. 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Tesla delivered 936,172 electric vehicles in 2021, with the fourth-quarter setting a new record”(2021 年特斯拉生

產 936,172 輛電動汽車，第四季度更創下新紀錄)，2022 年 1 月 2 日。 

5. 《紐約時報》，“Toyota, lagging rivals, outlines plans to expand sales of electric vehicles.”(落後於競爭對手的豐田概述擴大電動汽車銷售

計劃。)，2021 年 12 月 14 日。 

6. PYMNTS.com，“BNPL Expected to Play an Expanding Role in 2021 Holiday Spending”(預料先買後付將在 2021 年節日消費中扮演更重

要角色)，2021 年 12 月 30 日。 

7. 同上。0 

8. 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hina’s ‘buy now, pay later’ market is growing — but challenges remain”(中國「先買後付」市場正在增長，但

各項挑戰依然存在)，2021 年 12 月 16 日。 

9. 路透社，“U.S. transportation secretary announces over $241 mln in grants for U.S. ports”(美國運輸部長宣布為美國港口提供超過 2.41 億

美元的撥款)，2021 年 12 月 23 日。 

10. WJHL.com，“Buttigieg doles out $241M to US ports to boost supply chain”(布塔朱吉向美國港口發放 2.41 億美元以提振供應鏈”，2021 

年 12 月 23 日。 

11. 彭博，“Japan Has Big Plans For Chips”(日本對芯片有重大計劃)，2022 年 1 月 4 日。 

12. 路透社，“Taiwan govt OKs Taiwan Semiconductor's new chip plant in Japan”(台灣政府批准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在日本興建新芯片工廠)，

2021 年 12 月 20 日。 

13. 《紐約時報》，“Malta Becomes First E.U. Country to Legalize Marijuana”(馬爾他成為歐盟首個大麻合法化國家)，2021 年 12 月 15 日。

https://www.globalxetfs.com/
https://www.globalxetfs.com/research/
https://www.globalxetfs.com/about/
https://www.globalxetfs.com/contact/
https://www.globalxetfs.com/news/
https://www.globalxetfs.com/privacy/


我們的ETF 

研究 

關於 

聯絡方式 

新聞 

私隱政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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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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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