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新启示
投资者当下目标：资本让位于生活体验、 

人际关系和帮助他人。

瑞银投资者观察：
 环球洞察：投资者的观点 /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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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 
“慌乱的二十年代”，而在一个世纪之后
的今天，许多专家都预测将出现类似 
的后疫情环境。虽然这情景最终可能会
到来，但我们最新一期的《瑞银投资者 
观察》调查发现，就目前而言，投资者 
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更深层次的领域：
寻找生活意义、满怀使命感和渴望为世
界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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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瑞银投资者观察》就新冠疫情对投资者的

影响展开了调查。在我们“重新出发”的报告中，我们发现

投资者感到恐惧、不确定并重新评估对他们人生而言最

重要的事情。

现在，随着疫苗接种加速进行、商业逐步复苏和防控措施

放松，我们看到人们继续调整各项目标的优先次序，并且

更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短暂。

但与大肆挥霍和疯狂的庆祝活动相比，本次疫情后复苏

的特征可能会更审慎、更富有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以亚洲投资者为首的许多投资者打算弥 

补失去了的时间。近六成的投资者想要尽情享受他们在

封城期间错过了的东西，把旅游和娱乐放在计划支出的

首位。

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重要的发现。

 

七成的投资者希望在世界上能更有所作为。六成的受访者

称，疫情使他们更加想要寻求精神寄托。40%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希望成就更大的事业。

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女性和年轻投资者受到疫情的 

影响最大。例如，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重新评估其优先事

项。而年轻的投资者则更加希望能为世界做出贡献（79%，

远高于50岁以上投资者的51%）。

在这新视角下，投资者更加有兴趣利用其资本来推动 

变化。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 与疫情前相比，他们计划增

加慈善捐赠，其中拉丁美洲最为明显。此外，与疫情前相

比，近60%的受访者对可持续投资更感兴趣。

随着全球经济继续复苏，我们不仅要填满酒店和体育场

馆，更要关注和满足人们心灵的需要和丰富其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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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想找到更多有意义 

的工作。

疫情从根本上改变了投资者，不仅促使大多数

投资者重新审视人生的优先事项，而且引发人

们对生活和工作意义的探寻。

 

新的思维方式

表示疫情在以下方面影响他们的投资者百分比

68%
我希望做出更多的贡献。

新冠疫情让我重新评估最重要 
的人生事项。

58%
我更注重宗教/ 

精神寄托。

68%
我想找到人生的目标。

40%
我想成就更大的事业。

1
79%

40%
我想提早退休，更好 

地享受生活。

疫情改变了投资者对生活的看法

目标已经改变

持同意观点的投资者百分比

“我重新评估那些我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总的来说，我现在更懂得感恩。”

瑞士，女性，37岁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现在，我对自己想要

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思考。”

英国，男性，44岁

在个人生活方面，68%的受访者表示，疫情促使

他们想要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为世界带来更

多的改变。在工作方面，四成的受访者希望找到

更有意义的工作或退休以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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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投资者准备好重新参与

我打算弥补失去了的光阴，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57%

53%
63%

59%

65%
43%

美国
亚太区

瑞士
拉丁美洲

按地区划分

欧洲（瑞士除外）

大多数投资者渴望弥补失去了的光阴

活在当下

73%
2020年5月

82%
2021年5月

疫情让我意识到生命 
的短暂。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做。

现在时间更少了，因此很自然想要弥补之 

前失去了的时间。”

日本，女性，45岁

“生命不是永恒的。我们开始意识到时间

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活在当下，充分利

用时间。”

墨西哥，男性，35岁

疫情让投资者更加关注健康和保护家人。现在，

投资者更加珍视时间。高达82%的投资者表示

意识到生命短暂，和2020年5月的调查相比，这

数字显著增加。

 

以亚洲和瑞士的投资者为首，六成的投资者（57%）

计划加快推进他们在封城期间错过了的活动。拉丁

美洲和美国的投资者则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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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者百感交集

同意疫情促使他们有以下方面感受的投资者百分比

预计捐赠会增加

与疫情前相比，预期的慈善捐赠活动

我预期会捐赠更多。 我希望保持现有捐赠水平。 我计划减少捐赠。

45% 38%

93% 66%

17%

我感恩我所拥有 

的一切。

对于自己比其他人幸运，

我感到内疚。

44%
亚太区

44%
欧洲（瑞士除外）

50%
拉丁美洲

46%
瑞士

46%
美国

按地区划分

疫情期间，投资者的财富基本保持不变。他们

感恩其拥有的一切，而且三分之二的人对此感

到内疚。

 

在这新视角下，投资者希望帮助其他人 ⋯⋯

也许这也就并不奇怪，为何近乎一半的投资者

（45%）表示与疫情前相比，他们预计会增加慈 

善捐赠，而38%的投资者将保持现有捐赠水平。

“我比大多数人都幸运。这让我感到内疚。”

美国，女性，55岁

“疫情显示很多人需要帮助和支持。因此 

我很乐意奉献。”

新加坡，男性，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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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于价值观的投资产生浓厚兴趣

持同意观点的投资者百分比

⋯⋯ 还有利用他们的资本来推动变革

疫情让我对可持续投资更感兴趣。59%

可持续投资脱颖而出

我希望我的投资与个人价值观
保持一致。  90%

70%
亚太区

55%
欧洲（瑞士除外）

63%
拉丁美洲

44%
瑞士

51%
美国

按地区划分

投资者认识到他们的资本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

式。高达90%的投资者表示，疫情促使他们希望

自己的投资会与个人价值观保持一致。

 

以亚洲为首的投资者中，六成（59%）的投资者

比疫情前对可持续投资更感兴趣。

“可持续投资再不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常态。”

墨西哥，女性，60岁

“我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正确的

事情。可持续投资会是我考虑的选择。”

阿联酋，男性，4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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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从储蓄增加中受益 

持同意观点的投资者百分比

多数投资者将维持或增加支出

与疫情前相比，预期支出的变化

51%
我预计会增加

消费

整体

24% 
没有变化

25% 
我预计会减少

由于疫情防控措施的限制，我的 
储蓄增加了。 72%

52%
亚太区

51%
欧洲（瑞士除外）

35%
拉丁美洲

58%
瑞士

52%
美国

按地区划分

3 因为防控措施对从饮食到通行等方方面面进行

了长时间的限制，大大减少可自由支配方面的

支出。结果，七成的投资者（72%）拥有更高的

储蓄。

 

随着生活恢复常态，大多数投资者计划比疫情前 
支出更多 ⋯⋯

现在，一半的投资者计划比疫情前支出更多。 

四分之一的投资者将恢复到疫情前的消费水平。

只有25%的受访者计划减少支出。

“我们在旅行、汽油、衣服等方面的支出减 

少了很多，现在我们每个月都有盈余。”

美国，男性，69岁

“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会开始花费。”

巴西，女性，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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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我认为生活体验比物质财富更重要。 

投资者重视生活体验而非拥有财产

持同意观点的投资者百分比

投资者可能在社交活动上花费更多

预计支出会改变的投资者百分比

增加 增加 增加

减少 减少 减少

保持相同 保持相同 保持相同

59% 52% 45%

22% 23% 21%

19% 25% 34%

旅游/度假 外出用餐 体育/娱乐

⋯⋯ 还有将时间和金钱专注在生活体验方面

四分之三的投资者（77%）表示，疫情促使他们

更加相信生活体验比物质财富更重要。

 

随着防控措施继续放松，投资者将会把更多的时

间和金钱花在旅游、餐饮和娱乐方面。

“疫情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真正要关注的事情。”

墨西哥，女性，58岁

“我已经准备好要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旅行和去 

餐馆用餐，这些以前看来‘平常不过’的事情。”

意大利，男性，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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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聚焦

疫情已经导致代际鸿沟

⋯⋯ 还有他们正在增加慈善捐赠活动  

与疫情之前相比，预期的慈善捐赠活动

年轻投资者渴望寻求建议  

因新冠疫情而对以下各项高度感兴趣的投资者百分比

年轻投资者比年长的投资者更会自我反思 ⋯⋯ 

同意疫情在以下方面影响他们的投资者百分比

50岁和以下 50岁以上
疫情让我希望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79% 51%
疫情让我感到内疚。 78% 47%
疫情让我/更注重宗教/精神寄托。 69% 38%

50岁和以下 50岁以上
投资机会 78% 53%
可持续投资 76% 37%
制定/更新全面的财务计划 74% 40%

我准备捐赠更多。

50岁和以下

50岁以上

52%

35%

疫情改变年轻投资者思维方式的程度，远远超

过对年长投资者的改变。例如，约80%的年轻

投资者希望能为世界带来改变，而50岁以上的

投资者只占一半。

 

展望未来，有52%的年轻投资者表示, 与疫情前

相比, 他们计划增加慈善捐赠，而年长投资者则

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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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疫情让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内省 ⋯⋯ 

同意疫情在以下方面影响他们的投资者百分比

做出规划、可持续投资建议对女性更重要 

因新冠疫情而对以下各项高度感兴趣的投资者百分比

⋯⋯ 并且他们正在增加慈善捐赠活动  

预期与疫情之前相比的慈善捐赠活动

新冠疫情让我重新评估最重要的人生事项。 84% 76%
疫情让我希望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75% 65%
我想提早退休以享受生活。 45% 37%

投资机会 72% 67%
制定/更新全面的财务计划 69% 57%
可持续投资 69% 56%

42%
对比

我预计会捐赠更多。

我预计会捐赠更多。

性别聚焦

女性在疫情中引领变革

相对于男性，更多女性投资者表示疫情促使个

人的自省。高达84%的女性重新评估目标，而

男性则为76%。

 

财务方面，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回馈社会。超过

一半（51%）的女性预期将增加慈善捐赠，而男

性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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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调查：瑞银全球财富管理为全世界的富有客户、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财务建议和解决方案。我们在研究方面拥有领先的实

力，并定期对全球的投资者进行调查，掌握他们的需求、目标和忧虑。自2012年以来，《瑞银投资者观察》追踪、分析和报告高净值投

资者的观点。

《瑞银投资者观察》的调查涵盖多个主题，包括: 
• 整体财务信心
• 经济展望和忧虑
• 个人目标和忧虑
• 老龄化和退休等重大议题

在这一期的《瑞银投资者观察》中，我们调查了全球3,800多名投资者，受访者可供投资资产至少达100万美元，分别来自15个市场：

阿根廷、巴西、中国内地、法国、德国、香港地区、意大利、日本、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瑞士、阿联酋、英国和美国。研究结果与在

2020年5月进行的调查作比较，2020年的调查访问了3,750多名在投资资产和年龄层方面背景近似的投资者。

如需了解更多，请访问 ubs.com/investorwat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