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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的信:

我们代表美林全球财富管理（Merrill Lynch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与凯捷顾问公司

（Capgemini），在此荣幸地为您推出2009年《亚太区财富报告》。今年是我们深入分析亚

太区富裕人士市场演变的第四个年度。在十三年来成功发行《全球财富报告》的基础上，

我们继而推出了本年度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是我们两家公司密切合作的结晶，主要研究影

响富裕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市场的主要趋势。

市场在过去两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全球经济衰退迅速地冲击亚太地区，速度之快与

力度之大令人始料未及。对于这场源于万里之外的成熟金融市场危机，市场原以为亚太区

会具有免疫力，但这种想法随即被一扫而空。在亚太区，由于各市场的性质大相径庭，因

此受到危机影响的程度亦有所不同，但最终结果是富裕人士纷纷蒙受损失，富裕人士的人

数普遍减少。我们2008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富裕人士对市场、监管机构，甚至在有些情况

下，对金融顾问公司都丧失了信心。

本报告分析了经济危机对亚太区富裕人士以及其财富的影响，并指出亚太区及其该区的富

裕人士的复苏步伐将快于世界强国。实际上，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亚太区尤其是中国与

印度，将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亚太区富裕人士亦有望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中晋

升，高居主导地位。

如何重振市场与产业信心，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主题。在特别报导，我们分析了，期望在

亚太区富裕人士市场长期稳居一席之地的财富管理公司，所面临的重要议题。此外，对于

公司应如何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模式、品牌策略、开发适当的咨询服务与支

持工具，以在维持内生性成长的同时留住客户，我们亦有稍作探讨。

能为您献上本年度的报告，我们深感荣幸，并希望最新的分析能持续为您提供参考 

价值。

Antony Hung 
美林全球财富管理

亚太区财富管理总裁

Sallie Krawcheck
美国银行公司

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总裁

Bertrand Lavayssiere
凯捷顾问公司全球金融服务部

常务董事

亚太区财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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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亚太区的富裕人士1 数目缩减14.2%，降至240万人，而富裕人士的财富跌至7.4万亿美元，跌幅

达22.3%。

• 与上年相比，富裕人士人口与财富在2008年底呈现更为集中的态势。日本和中国占亚太区富裕人士人

口总数的71.9%，占富裕人士财富总值的65.8%。而在上一年，这两大数据分别为68.8%与62.4%。 

• 亚太区超富裕人士2  所承受的损失比其他地区更严重，因此，亚太区超富裕人士人口减少的数目

也更大。到2008年底，亚太区超富裕人士的数目比上年减少了29.6%，而全球的减幅为24.6%； 

超富裕人士财富总值下跌了35.1%，全球则下跌了24.0%。

亚太区财富现况

全球经济衰退，亚太区富裕人士深
受其害

在连续三年的迅速增长后，亚太区富裕人士的人口及财富

总值在2008年大幅缩减。到2008年底，该区的富裕人士总

数跌至240万人，与上年比跌幅为14.2%（见图1），而全

球富裕人士人口则下降14.9%。在2006年与2007年连续两

年呈现两位数的增长后，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值下跌至7.4

万亿美元，跌幅为22.3%，而全球富裕人士财富的跌幅为

19.5%。最终，2008年底该区的富裕人士人口数量以及财

富总值跌破了2006年的水平。 

2005年富裕人士人均金融财富总值为320万美元，之后以

3.0%的年增长率攀升，到2007年达到340万美元，但在2008

年则缩减了8.8%，跌至310万美元。虽然香港富裕人士财富

总值总体上受侵蚀的程度最深，但人均金融财富在亚太区

依然居冠，达490万美元。在亚太区，几乎三分之二市场

的富裕人士人均财富都低于全球水平的380万美元。

亚太区超富裕人士的数目跌至1.43万人，跌幅为29.6%，而

全球超富裕人士人口的跌幅则为24.6%。该区超富裕人士

的财富总值则下跌35.1%，全球跌幅为24.0%。相对于其他

区域，亚太区超富裕人士对于像不动产与另类投资等这类

波动资产的配置较高。截至2008年底，该区超富裕人士对

不动产与另类投资的部位占其总资产的30%，而全球超富

裕人士对此类资产的配置为26%。因此，该区超富裕人士

承受的损失也相应较大，而这些损失也导致不少超富裕人

士被挤出“超富裕”的行列，人数多于平均水平。

到2008年底，亚太区超富裕人士的人口仅占该区富裕人士

的0.6%，低于其他任何区域；但这部分超富裕人士所拥有

的财富依然占该区富裕人士财富总值的22.5%（见图2）。

1 富裕人士为拥有至少一百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人士，其中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易耗品与

耐用消费品。

2 超富裕人士为拥有至少三千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人士，其中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易耗品

与耐用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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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08年亚太区富裕人士（依市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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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2008年全球及亚太区富裕人士人口分布（依富裕程度划分）

备注：*“其他”包括了八大市场：哈萨克、马来西亚、缅甸、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与越南。图中数据皆经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罗伦兹曲线分析，2009年

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罗伦兹曲线分析，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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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其他”包括了八大市场：哈萨克、马来西亚、缅甸、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与越南。图中数据皆经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罗伦兹曲线分析，2009年

图 3.  2008年亚太区富裕人士财富分布（依市场划分）

(%)

3,179

1,672

380

310

276

272

190

176

61

181

671

0.8%

：7.4

2.4%

2.5%

2.6%

3.7%

3.7%

4.2%

5.2%

22.7%

43.1%

9.1%

*

2008

亚太区的富裕人士人数与财富高度
集中在日本与中国

截至2008年底，日本和中国占亚太区富裕人士人口总数的

71.9%，占富裕人士财富总值的65.8%。而在上一年，这两

大数据分别为68.8%与62.4%（见图3）。这两大国的富裕

人士所承受的损失亦占亚太富裕人士总损失的51%，但这

很大程度也反映了这两大国对亚太区富裕人士整体数据的

重大影响。实际上，到2008年底，这两大国富裕人士占亚

太区富裕人士财富总值的比例却有所增加，因为与其他市

场的富裕人士相比，他们所承受的损失还是较轻。同时，

在亚太区，68.6%的超富裕人士来自日本与中国。

日本：2008年，虽然日本的富裕人士人数占亚太区总富裕

人士人口达50%以上，但该国的富裕人士人口及财富的跌

幅却相对较小。富裕人士人数缩减了9.9%，降至136.6万

人，财富总值下挫16.7%，总额跌至3.2万亿美元。在富裕

人士人口与财富的跌势中，日本的历史趋势在一定程度上

起了缓冲的作用。在2007年，由于宏观经济增长放缓，股

市表现疲弱（2007年股市总市值下跌6.1%），抑制了日本

富裕人士的人数与财富的增长。除此之外，日本富裕人士

历来都属于较为保守的投资者，而恰恰是这种投资风格使

他们在2008年免于沉重的损失。到2008年底，日本富裕人

士所持有的现金类投资占其总资产的54%。3 

中国：继2007年超越法国后，中国的富裕人士人数在2008

年更一举超过英国，跃居全球第四位。由于中国市场的封

闭性，加上经济亦相对较为稳健，使得该国不至于像其他

市场那样大幅受创。不过，中国的富裕人士人口依然减少

了11.8%，跌至36.4万人，而财富则下跌了20.7%，总额降

至1.7万亿美元。

香港与印度的富裕人士人数缩减幅
度最大

在香港与印度，富裕人士人数的缩减幅度是亚太区最大

的。造成这一现象存在诸多因素，如股市市值占国内生

3 凯捷顾问公司／美林理财顾问调查，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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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GDP）的比重

高；富裕人士的资产配置偏好；以及富裕人士财富在这些

国家的分布等。

香港：从百分比来看，香港富裕人士人数的下跌幅度最

大，高达61.3%，人数下降到3.7万人。富裕人士的财富也

难逃同样的命运，暴跌65.4%，降至1,810亿美元。香港可

谓是相当独特的经济体，因为香港属于刚工业化的经济

体，而市场市值／名义GDP的比率却非常高，达6.2。这

么高的比率意味着香港特别容易受到股市市值缩水的影

响，就像2008年所经历的情况一样（-49.9%）。相反的，

该比率在新加坡为1.49，在印度更只有1.1。此外，极大部

分的香港富裕人士属于100-500万美元的财富级别，而其

中许多人因为2008年的投资损失，被挤出了100万美元的

门坎。

印度：在2007年出现最快速的增长（22.7%）后，印度的

富裕人士人数缩减了31.6%，为8.4万人，缩减幅度位居全

球第二。印度仍属于新兴市场，2008年由于全球对商品

及服务的需求下滑导致其GDP增长放缓，加上股市重挫

（-64.1%），使得印度的经济亦倍受冲击。到2008年底，

富裕人士的财富下跌了29.0%，总额为3,100亿美元，拥有

100-500万美元的富人损失最为惨重（-31.8%）。

而在亚太区的其他市场，富裕人士的人数与财富在2008年

亦受到冲击，只是程度较轻而已。举例而言，澳洲的富裕

人士减少了23.4%，为12.9万人，而他们财富的缩水程度

则在亚太区排名第二（跌幅为29.7%，总值跌至3,800亿美

元）。新加坡富裕人士的人数与财富分别降低了21.6%与

29.4%，肇因是GDP增长缓慢，股市暴跌（股市市值大挫

50.8%）。

泰国与南韩的富裕人士人数小幅下降，跌幅分别为-4.5% 

与-11.0%。这其中受益于这两国极低的股市市值/GDP

比，比率值分别为0.4与0.5，与香港的6.2成为鲜明对比。

因此，这两国对本轮经济衰退的抵御能力也相对较强。同

时，蒙受损失的绝大多数为拥有500-3,000万美元的中等富

人以及超富裕人士。这些富人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依

然稳居富裕人士之列。

到2018年，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有望
刺激亚太区富裕人士财富显著增长

基于关键的宏观经济动力以及其他财富增长动力，我们预

期亚太区的经济将成为全球富裕人士金融财富增长的最强

推动力之一。在亚太区，预期中国与印度等市场的增长将

快于其他市场，甚至快于拉丁美洲市场。而拉丁美洲市场

本身已是公认的“增长引擎”。

亚太区的增长将主要由该区的两大市场—中国与印度的

国内消费驱动。在中国，消费者需求增加、投资者风险承

担意愿回升。这些初显的迹象表明，无论西方经济体的需

求情况如何，中国的经济已准备好迈向自力更生的繁荣之

路。中国的股市在2009年初的几个月上涨了8.4%，表现超

越所有的G7市场。4 在经济危机之下，印度依然属于全球

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最近的数据显示2008年5财政年度

的实质GDP增长相对有所好转，2009年第二季的经济数据

亦好于预期。6 

日本的经济局势依然不确定，但这对调升亚太区富裕人士

增长预期并具有特别的影响，因为从过去表现来看，无论

日本的情况如何，该区整体的富裕人士人数与财富都同样

能增长。以2007年为例，亚太区富裕人士的人数与财富分

别增加了7.7%与12.5%，而日本的增长率仅为2.2%及3.2%。

实际上，目前的预测是基于日本经济与股市将表现温和的

前提下，只要日本出现任何明显的复苏迹象，亚太区富裕

人士人数与财富的增长有望进一步走高。

基于上述的整体分析，我们预期在2008-2018年期间，亚

太区富裕人士财富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8.8%，高于全球平

均年增率的7.1%。

4 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4月10日期间，针对中国与G7国家的MSCI股指表现
5 印度国家数据，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6月

6 “印度增长出人意外地强劲”，BBC新闻(http://news.bbc.co.uk)，200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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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亚太区也未能幸免。亚太区2007年的宏观经济发展稳健，并且对复杂金融产品的

配置相对较小，最初看来该区似乎具备抵御全球经济低迷的能力。但随后很快就发现，由于各国间的贸

易与金融往来关系，亚太区已经深深融入了全球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变，亚太区的经济开始受到冲

击。

• 财富创造的主要推动力受到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2008年亚太区各国的GDP增长普遍放缓，有些国家

的GDP增长甚至出现收缩。到2008年末，消费者信心萎靡不振，整个区域的个人消费下挫。股市市值

一落千丈，大挫50%，区域内的房价也普遍下跌。

• 2008年以亚太区为主的投资损失惨重，投资者纷纷转向较安全的资产类别。以亚太区为主的对冲基金

价值下跌21%，赎回率创下历史新高。因此，大量的对冲基金面临倒闭的命运。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促

使投资者对安全资产的偏好升温，因而刺激对黄金的需求。

• 亚太区的复苏步伐或比全球经济快。2009年，亚太区新兴经济体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尤其是中国与印

度，有望缓解全球经济危机对该区经济的冲击。该区的商业前景依然保持乐观，同时失业率仍可能将维

持在全球平均水平之下。

• 预期内需的增长将加快亚太区复苏的步伐。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亚太区内需的增长或将持续高于全

球内需的增长水平。这有助于加快亚太区经济的复苏步伐。

金融危机迅速波及亚太区经济，
但亚太区有望较快复苏

全球需求一落千丈，亚太区2008年
出口大跌

2008年，亚太区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的

10.0%跌至5.2%。7 几十年来，区域内各国之间活跃的贸易

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此看

来，亚太区似乎与成熟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周期脱

钩了。但随着全球的需求一落千丈，事实显示许多产品虽

在区域内交易，但最终的消费者却在亚太区外。实际上，

在2000年至2008年间，亚太区出口发达经济体的总额占了

区域GDP的20%。 

因此，全球工业化经济体需求锐减迅速牵动了整个供应

链，使亚太区内的贸易受到打击。除此之外，信贷危机对

区域出口业的中流砥柱企业也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其中包

括电子产品与汽车，这类产品的需求通常随着经济周期波

动，并且相当依赖融资。例如，在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

期间，日本的汽车出口下跌近70%。8 

金融上的往来关系使亚太区深受全
球去杆杠化的影响

由于亚太区银行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配置相对较低，该区

7 区域数据，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5月 8 “区域经济前景，亚洲与太平洋国家，全球经济危机：亚洲的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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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体系受到次级房贷的直接威胁甚小，但却不可避免地

受到间接影响的束缚。2008年上半年，国际银行流入亚太

区的资金呈现负值，其中原因是银行本身面临资本损失加

剧，而不得不降低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

同时，外债融资变得困难，只有主权债券以及高评级的企

业债券发行机构才有能力借贷，但代价也不菲。全球机构

投资者与对冲基金纷纷降低持有部位，亚太区股市也出现

资金净流出的现象。举例来说，到2008年底，亚太区对冲

基金管理的资金约为1,300亿美元，比2007年减少了近三

分之一。9 除此之外，全球市场的风险承担意愿降低也是

亚太区货币贬值的一大促因。美元融资匮乏，使得该区的

资本市场在2008年底出现紧张的局面，货币当局为缓解局

势，对区域内各大经济体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而由于银行

的风险厌恶情绪加剧，不断地提高借贷条件，国内融资也

面临压力。

2008年，所有推动亚太区财富增长的因素都倍受

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所有推动亚太区财富增长的因素都倍受冲

击。这些因素是：宏观经济指标（GDP、储蓄、消费）、

市场表现（固定收益产品、不动产、股市市值、另类投资）

以及其他（商品与货币波动）。

• GDP增长普遍放缓，在部分亚洲工业化经济体，GDP

甚至呈现收缩。在2008年，亚洲新兴经济体10在区域内

的增长最为强劲，其中以中国为首（9.0%，见图4）。 

而新工业化经济体 11的增长则普遍放缓，尤其是新加

坡，2008年的GDP增长由2007年的7.8%下滑至1.2%。台

湾则从5.7%跌至0.1%。亚洲工业化经济体12受创最深。

例如新西兰的GDP增长率在2007年为3.1%，到2008年竟

收缩了1.0%。

资料来源：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8月

图4.  2007-2009年实质GDP增长率（2009年为预测值）

(%)

2.4

-6.8

13.0

9.0 9.1

6.05.5
6.3 6.1

2.6

4.9

2.6

5.1

2.2

6.4
5.7

7.8

1.2

4.0

2.1
3.1

-4.5 -4.4

2.5

-5.4

0.1

-6.5

-8.6

-0.4 -1.0
-2.1

-0.7

8.0

-10

-15

-5

0

5

10

15

(%)

2009

2008

2007

9 “区域经济前景，亚洲与太平洋国家，全球经济危机：亚洲的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2009年5月

10 新兴亚洲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印尼与越南（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
11 新工业化经济体包括香港、新加坡、南韩与台湾（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
12 亚洲工业化经济体包括澳洲、日本与新西兰（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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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末消费者信心低迷不振，个人消费增长放缓。

在亚太区的绝大多数市场，尤其是新工业化的经济体，

个人消费增长普遍放缓。香港2008年的个人消费增长

激降，从2007年的8.5%跌至1.8%，南韩则从5.1%跌至 

0.9%。13 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2008年下半年，整

个区域的消费者信心大跌14，这一现象在新工业化的经

济体以及工业化亚洲经济体尤其明显。而2008年个人消

费增长最强的数新兴亚洲经济体，其中中国（8.0%）与

印度（6.1%）领先。

• 亚太区的股市市值大缩水，平均跌幅达49%。在2008年

上半年，全球股市还处于动荡的局面，但到下半年就陷

入极度萎靡的状态，背后的肈因是投资者纷纷抛空股

票，把资金转向安全资产，以求保本。到了年末，亚太

区的股市市值大幅缩水，平均跌幅达48.6%，过去五年

来累积的涨幅被一扫而空。15 中国与印度的股市市值跌

幅最深，分别为-64.1%与-60.3%（见图5）16，巨额的财

富因此而蒸发。区域内各大交易所的股票成交额亦普遍

下跌，平均跌幅为22.6%。17

• 亚太区内房价普遍大幅回落。2008年末，香港的不动

产市场严重受挫。到11月份，住房成交量比上年减少

79.3%，成交额则下跌87.2%。18 在2008年之前，中国

的楼市还未曾出现泡沫，但2008年的楼市增长依然有所

放缓，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调控（如通过提高利率

来降低购房能力）所致。新西兰的借贷成本高企，楼市

亦是一片冷清。在日本，建筑公司为新工程项目贷款时

面临的困难重重。新加坡的楼市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下

跌，住房价格在2008年下滑了8.8%。19

• 对冲基金大幅减持亚太区的部位。全球经济危机使以

亚太区为主的对冲基金表现深受影响，在2008年的损

失达21.0%。在赎回潮的席卷之下，这些对冲基金泥足

深陷，以致2008年的撤资额高达240亿美元。20“有毒

资产”的持有部位也使部分对冲基金承蒙受巨额的损

失，有些基金因此而不得不关门大吉。黑石集团（Black 

Stone Group）的250亿的信贷对冲基金GSO Capital 

Partner LP，未能如愿在亚太区寻得具吸引力的投资，

不得已关闭了亚洲投资营业部。21 以亚太区市场为主

资料来源：全球证券交易所联会，2009年6月

图 5.  2006-2008年股市市值增长率（依市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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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6月
14 “万事达卡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万事达市场情报 (http://www.masterintelligence.com)， 

2009年6月
15 股市市值统计数据，全球证券交易所联会 (http://www.world-exchanges.org/statistics)，2009年6月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国家报告：中国香港》，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3月
19 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间的每月房价变动扣除了通胀因素，《全球物业指南》，2009年
20 Bei Hu与Tomoko Yamazaki，“2008年1月以来，约20%的亚洲对冲基金倒闭”， 

彭博社新闻 (http://bloomberg.com)，2009年4月27日
21 David Dolan，“愈来愈多对冲基金与PE公司削减在亚洲的投资”，路透社(http://reuters.com), 

200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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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冲基金倒闭的数量约达129家，比2007年多了近一

倍。22 不过，长远来看，这轮的淘汰未尝不是一件好

事，因为幸存的基金经理人将代表区域的对冲基金行

业—组合将更具策略性，品质将更为优异。

• 区域内大多市场的黄金需求增加。2008年，全球经济不

确定性刺激黄金作为净零售投资23需求大增，而在部分

市场消费者对黄金首饰的需求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中国，净零售投资飙升169.0%，高达68.9吨24，而黄金

首饰的需求则上升了8.0%。在泰国，黄金投资的需求扶

摇直上，从2007年的4.7吨增加至46.7吨。香港的黄金首

饰需求增加了3.0%，不过由于第四季度流行举办婚礼，

首饰的需求被推高至12.0%。而在台湾，黄金首饰的需

求则下跌了17.0%，但净零售投资则上升了18.0%。在

2008年第四季，由于市场对于经济局势的顾虑开始影响

市场氛围，日本与印度的首饰需求都倍受冲击。若按吨

量来计算，印度的黄金需求则比2007年降低了14.0%，

不过若以卢布计，黄金需求仍上升了13.0%。

• 绝大多数货币兑美元贬值。在2008年上半年，亚太区

的货币对美元的表现参差不一。澳币与台币兑美元分别

升值7.9%与6.4%，而韩圆与印度卢布则分别贬值11.2%

与8.9%。25 但在下半年，大多数亚洲货币兑美元都呈

现贬值，其中澳币与新西兰元兑美元的跌幅最大，分

别为-38.1%与-32.1%。韩圆与卢布持续走低，贬幅分别

达-20.3%与-15.8%。到了2008年末，美元与日圆同时飙

升，部分是由于投资者为平仓利差交易，大幅买进所

致。在此过程中，日圆兑美元上升了14.9%。26 

亚太区经济的复苏步伐或将快于全球经济

这轮的金融危机证实了，亚太区与全球经济已深深地融合

在一起。在全球经济低迷之际，亚太区亦无法独善其身。

不过有一些迹象表明，亚太区正以较快的速度走出全球经

济衰退的阴霾。最终，该区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也将小于

其他区域。

• 2009年亚太区经济的收缩程度将小于全球经济。2009

年预期亚太区GDP增长将收缩0.9%，低于全球水平的 

2.7%。27 到2010年底前，预期该区的复苏步伐也将快于

全球其他的经济体：亚太区的预期增长率为3.5%，而全

球经济增长为1.6%。28 2009年，新兴亚洲经济体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的增速，尤其是中国与印度，有望缓和经济

危机对该区的影响，并将有力促进区域整体经济在2010

年的增长。中国与印度在2008-09年出台的宏观政策，

尤其是财政政策，预期将大力推动2009-10年的经济增

长。但是，印度的干旱可能会削弱该国的经济增长潜

力。2009年，季风雨明显少于常年，该国40%的地区面

临旱灾，农产品的产量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刺激食品

价格高涨。29 

• 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望维持强劲的态势。预期中国

2009年将维持8.0%的增长。其中主要的增长动力来自政

府4万亿人民币（5,85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亦因为这

项刺激方案，在2009年初的5个月，中国的贷款额创下

新高，投资不断飙升。30  

 由于许多制造业产能空置，利润微薄，导致市场方面的

投资依然滞后。但政府支出有望维持该国在未来几年的

高增长。

• 尽管全球经济放缓，亚太区的商业前景依然可期。选择

在哪个国家开展业务及进行投资时，公司通常会权衡诸

多的因素。虽然经济危机改变了其中许多的变量，但亚

太区整体的商业前景依然可期。

 在2009-13年期间，中国与印度的商业环境有望大幅

改善。举例而言，依据经济学人智库的商业环境排名

（Business Environment Rankings），与2004-2008期

间相比，中国在预测期间2009-13年间的排名上升了 

11位。31 全球而言这都堪称大跃升。而这主要是归功于

该国的实体经济实力。

22 Bei Hu与Tomoko Yamazaki，“2008年1月以来，约20%的亚洲对冲基金倒闭”， 
彭博社新闻(http://bloomberg.com)，2009年4月27日

23 净零售投资主要是金条囤积、金币、金牌/仿制硬币
24 “黄金需求走势：2008年及第四季”，世界黄金协会与GFMS公司，2009年2月
25 特定货币兑美元的历史汇率，Ozforex(http://www.ozforex.com)，2009年5月
26 同上

27 区域数据，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8月
28 同上
29 Ravish Tiwari,“40%的地区处于干旱”，IndianExpress.com，2009年8月19日
30 Timothy R. Homan,“世界银行调高2009年中国增长预期为7.2%”， 

彭博社新闻(http://bloomberg.com)，2009年6月18日
31 “全球化搁浅：全球经济剧变将对商业环境造成何种影响？”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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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像新加坡与香港这类以贸易为主的经济体的排名

稍微有所下降，但依然稳居亚太区的主导地位。整体而

言，2009-2013年亚太区商业环境所获得的评分微微下

降，从2004-08年间的6.60下滑至6.58。32 而全球的平均

评分则从6.72降至6.61。亚太区许多政府也在努力不懈

地改善本国的经济环境，以期促进海外直接投资，振兴

本国经济。

• 预期亚太区的失业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08年亚太区

的失业率低于其他区域，这一趋势将持续至2009年，而全

球在2009年的失业率则可能由2008年的5.9%攀升至6.8%。

在东亚地区33，2009年的失业率预期34将上升至4.6%，东

南亚与太平洋35地区则将升至6.0%，南亚则为5.4%。36

 亚太区各经济体在改善就业方面争相所做的努力，将有

助于稳固该区经济的独立复苏进程。例如，新加坡政府

推出了一项独特的风险共担项目，借以鼓励银行借贷，

增加中小型企业的贷款途径。失业率对GDP的影响具有

乘数效应，所以改善失业情况、增加就业的措施可谓至

关重要。 

• 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可加快亚太区复苏。2009年至

2013年期间，亚太区内需的增长可能将一直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37 这项因素势必有利于亚太区经济的快速复

苏。在亚太区，内需增长最快的国家数印度与中国，预

期这两国在2009-2013年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可达

到9.7%与7.9%。亚太区或将把发展重点放在内需上，籍

此来降低经济对于商品与服务出口的依赖。预计2009

年商品与服务出口占亚太区GDP的比重将从2008年的

37.2%下降至29.3%。

 此外，该区还可通过建立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降

低居民在健康、教育与退休方面的储蓄压力，以此巩

固内需的增长。38 这类举措可大大提振消费者信心，

从而刺激个人消费。同时，亚太区各国若能允许本国

货币升值，企业就有动力提高生产产能来满足国内需

求。货币升值还可使居民的实际收入增加，推动个人

消费增长。除此之外，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促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有助于扩大区域间的贸易，降低区域对

于外部需求的依赖。

32 “全球化搁浅：全球经济剧变将对商业环境造成何种影响？”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5月
33 东亚地区包括中国、香港、日本，南韩、台湾等
34 全球最新失业形势，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办公司—日内瓦），2009年5月
35 东南亚与太平洋国家包括泰国、印尼、新加坡、澳洲、新西兰等
36 南亚地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

37 区域数据，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8月
38 “区域经济前景，亚洲与太平洋，全球经济危机：亚洲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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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股市市值统计数据，全球证券交易所联会(http://www.world-exchanges.org/statistics)，2009年4月

经济危机加深之际，
亚太区富裕人士纷纷转向安全资产

亚太区的富裕人士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群体。在2008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投资偏好与投资风格

的不同，导致有些投资者损失加剧，有些则损失较轻。但是，区域内富裕人士纷纷转向安全资产的趋

势却相当明显。资产重新配置模式上亦呈现一些清晰的趋势。其中特别是： 

• 市场走势不确定，许多投资者将资产转移到现金与存款类资产。亚太区富裕人士持有现金与存款的

部位（29%）远高于其他区域的富裕人士（21%）。

• 亚太区富裕人士对不动产的配置（22%）则稍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不过，近2008年底

时，亚太区楼市开始大幅走低。 

• 随着亚太区股市市值创下全球第二大跌幅（-48.6%），富裕人士的持股部位持续减少。截至2008年

底，股票占亚太区富裕人士金融资产的比例为23% ，比上年的26%有所降低。

• 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信贷条件紧缩，使得富裕人士提高对本区域的投资配置。2008年，亚太区

富裕人士对本区域的投资从2007年的53%增加至67%。 

• 预期短期内亚太区富裕人士仍将维持谨慎的资产配置策略，以资产保值为主要目标。不过，长期来

看，我们预期该区富裕人士将逐渐采取更为平衡的投资策略。

2008年，亚太区富裕人士对高安全
性及流动性的现金类投资情有独钟

一直以来，亚太区富裕人士都比其他区域富裕人士更为

偏好现金类投资，但2008年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这种

偏好升温。为了降低风险资产的部位，改善投资组合的

流动性以及提高资产管理的灵活度，截至2008年底亚太

区富裕人士持有的现金与存款占其总资产的比例高达29% 

（见图6），而全球富裕人士的平均水平为21%。

不过，亚太区现金与存款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日本推高

的，因为日本富裕人士的金融财富就占了区域整体富裕人

士财富的43%以上。日本富裕人士一直以来对本国的金融

机构推崇有加，在经济衰退之际，通常视国内银行为避风

港。所以，即便收益率为零，他们始终愿意把现金与存款

存放于本国的金融机构。在2008年，日本富裕人士再度将

更高部位的资产配置于现金与存款（30%，见图7），比例

高于其他任何资产。若不包括日本在内，亚太区富裕人士

配置于现金与存款的比例则为26%。

台湾富裕人士持有的现金与存款部位最高（41%）。2008

年，台湾股市暴跌（-46.3%39），富裕人士开始在保守的

投资工具上寻求庇护，以求获得资本保值。

在少数国家，现金与存款的配置则远低于区域的平均水

平，其中有澳洲（19%）与印度（13%）。在这些国家，

其他资产类别的收益率通常更高，譬如澳洲的不动产与印

度的固定到期计划（fixed maturity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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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括：结构性产品、对冲基金、衍生性产品、外汇、商品、私募股权及创投
b 包括：商业不动产、不动产信托基金（REITs）、住宅不动产（不包括主要居所）、未开发用地、农田及“其他”

注：因四舍五入之故，数据加总后可能不为100%。

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美林理财顾问调查，2007年3月，2008年4月，2009年3月

图 6.  2006-2010年亚太区富裕人士金融资产配置（2010年为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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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括：结构性产品、对冲基金、衍生性产品、外汇、商品、私募股权/创投及其他
b 包括：商业不动产、不动产信托基金（REITs）、住宅不动产（不包括主要居所）、未开发用地、农田及“其他”

注：因四舍五入之故，数据加总后可能不为100%。

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美林理财顾问调查，2009年3月

图 7.  2008年亚太区富裕人士金融资产分布（依市场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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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8年底，在亚洲（日本除外），29%的现金类投资存

放于非正规的银行体系（如保险柜），而全球的平均水平

为19%。在很大程度上，这体现了该区富裕人士对新兴市

场银行体系缺乏信心，因为新兴市场银行体系的透明度通

常低于成熟市场。

亚太区富裕人士持有的固定收益产品部位持续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20%比29%）。传统上，对于亚太区投资者而

言，固定收益一直以来都谈不上是重要的资产类别，因

为相对于其他区域，亚太区许多债市的发展仍不成熟。因

此，即便进行固定收益投资，投资者也通常会选择像北美

与欧洲这类成熟市场。例如，中国的富裕人士通常比较偏

爱具有固定收益的结构性产品，而不是直接投资于固定收

益证券。固定收益证券的发行机构有限，可选的产品品种

不多，加之收益率相对较低。所以，作为一种资产类别，

固定收益证券对中国富裕人士的吸引力不大。

不动产的配置微幅增加

无论是由于继承还是购置所得，在亚太区，不动产一直以

来都是重要的致富之本。因此，该区富裕人士向来投资大

部分的金融资产于不动产。2008年，这类投资占亚太区富

裕人士金融资产的22%，比2007年的20%稍有增加，而在

2007年不动产的投资比上年减少了9个百分点。然而，在

2008年底之前，亚洲的不动产市场始终未出现任何征兆，

显示市场即将进入大幅调整周期。不动产投资增加的现象

反映，富裕人士偏爱有形资产，而且在房价暴跌之际市场

的投机购买活跃。在有些发展商筹资无门，机构投资面临

流动性危机的情形下，投资者四处寻求机会，以低价买进

物业。除此之外，规避通胀风险可能也是刺激房产购置的

另一大因素。40

从不动产的整体投资而言 41，亚太区富裕人士对住宅投

资（55%）的热衷程度高于其他地区（45%）。2008年，

商业不动产投资占区域富裕人士整体不动产投资的比例

由2007年的32%跌至26%。企业经营规模缩减以及成本控

制，使得商业不动产的租赁与资产价值都受到影响。在该

区商业中心如香港与新加坡，由于许多大型跨国公司陆续

退租，空置物业增多，使得租赁市场大幅走跌。42 租赁市

场下滑，空置率攀升，商业物业需求低迷，这些因素都致

使富裕人士降低了商业不动产的投资。 

2008年下半年，亚洲不动产信托基金（REIT）市场经历

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在此期间，由于基金市值大跳

水，新上市基金寥寥无几，REIT市值收缩了近三分之

一，总额跌至480亿美元。投资者担心亚洲REIT无力获得

融资来安度金融危机，这种氛围对REIT市场造成了莫大

的影响。到2008年底，亚太区富裕人士的REIT投资占其

金的融资产的比例从上年的18%跌至9%。

澳洲富裕人士对不动产的配置相当高（41%），主要是因

为市场原本预期不动产名义价值将大幅下挫，而实际却只

出现微幅走跌（-3.3%）。43 在澳洲，商业不动产的空置

率低，对优质办公楼的需求亦绵绵不绝。在全球信贷危机

之下，机构买家由于面临流动性压力而被迫离场。但私人

投资者意识到大兴基建必将是政府财政刺激政策的一部

分，正好利用这一空档，乘机收购大量办公物业与工业开

发物业。44

南韩富裕人士配置了38%的资产于不动产，而不动产向来

是其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过，与2007年相比，这一比

例下降了2%，部分是由于市值降低的缘故。南韩不动产市

场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通常把各种不动产作

为一项长期投资。这些因素都可能是该国不动产投资减幅

相对温和的原因。45

市场暴跌，股票持有部位急挫

在2008年，亚太区市场重挫48.6%，股市市值跌幅在全

球排名第二（相对于美洲区 46 的- 42.9%以及EMEA47的 

-49.3%）。亚太区富裕人士纷纷加入全球性股票抛售热

潮，到2008年底，亚太区富裕人士持有的股票资产占总金

融资产的比例仅为23%，与上年相比下跌了3%。

印度富裕人士的持股部位最高（33%）。不过，由于股市

大挫（-64.1%48），该比例相对于2007年（37%）依然有

所回落。但这一配置水平仍属于较高，其中原因是印度富

40 “2008年下半年亚洲投资市场观点”，CB Richard Ellis (http://asia.cbre.com.hk)，2009年6月11日
41 不动产整体投资包括住宅不动产（主要居所除外）、商业不动产、REITs，未开发物业、农田及

其他。
42 “亚太区不动产投资市场报告，季度最新行情2009年4月”,Colliers International (http://www.colliers.com), 

2009年6月11日 
43 2007-08年8个主要城市（悉尼、墨而本、布里斯本、阿得莱德、柏斯，荷巴特、达尔文、堪培

拉）HPI平均值增长率，《全球物业指南》，2009年 

44 “亚太区不动产投资市场报告，季度最新行情2009年4月”, Colliers International (http://www.colliers.com), 
2009年6月11日 

45 凯捷顾问公司分析，基于产业专家的访谈内容，亚太区，2009年7月
46 包括北美、中美与南美区
47 欧洲、中东与非洲
48 股市市值统计数据，全球证券交易所联会(http://www.world-exchanges.org/statistics)，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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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人士已习惯于股票投资，并且对股市直接投资钟爱有

加—特别是当地市场在近几年表现亮丽的情况下（股市市

值在2007年与2006年分别上涨了118.4%与49.0%49）。2008

年，香港富裕人士大幅降低对股票的配置（从33%降至

21%），澳洲的情形如出一辙（由38%降至25%）。市场走

势的不确定性使这两大市场的股市市值重挫（香港跌幅为

49.9%，澳洲则为46.6%50）。

另类投资的部位亦有所降低

在市场动荡之际，晦涩难懂且波动性高的结构性产品变得

愈来愈难以博得亚太区富裕人士的信赖。因此，2008年该

区富裕人士的另类投资持有部位从2007的8%降至6%。其

中，外汇（25%）是亚太区富裕人士（日本除外）的另类

投资首选。因为亚太区绝大部分投资是以当地货币计价，

所以外汇投资通常用于对冲汇率的波动风险。日本与印度

的富裕人士则偏爱结构性产品（分别占整体另类投资的38%

与30%），尤其是保本型产品，而不是复杂难懂的结构性

产品，理由是这些产品的收益率往往高于传统的固定收益 

证券。

此外，亚太区富裕人士在对冲基金上的配置比例小于其他

区域。而市场波动可能是促使投资者调整资产配置模式的

诱因。因为在亚洲的对冲基金业，采取股票对冲策略的基

金占较高比例，而宏观对冲基金则相对较少。在市场震荡

的走势中，股票对冲基金下跌的可能性较大。

全球经济危机，亚太区富裕人士偏
爱本区域的投资

在亚太区，本区域及国内投资其实在2006年就开始兴

起，体现了当时追求高回报的机会主义盛行。到了2008

年，这种“偏爱本区的情结”变得愈加突出，但其背

后的原因却有所不同—全球市场走势不确定，信贷条件

紧缩，富裕人士对其他区域的投资望而却步。正因如

此，2008年亚太区富裕人士对于本区及本国的投资由

2007年的53%上升至67%。

日本富裕人士的投资地理分散程度最高（见图8）。相对

于亚洲其他市场的富裕人士，日本富裕人士更倾向于把区

域投资分散于新兴、新工业化与工业化等不同类型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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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美林理财顾问调查，2009年3月

图 8.  2008年亚太区富裕人士之投资地理分布（依市场划分）

(%)

49 股市市值统计数据，全球证券交易所联会(http://www.world-exchanges.org/statistics)，2009年6月
5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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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期降低风险部位。而同时，在2008年，日本富裕人

士却表现得非常保守，将64%的区域投资全部配置于本国资

产上，以确保获得稳定回报与资产保值。

投资地理分散程度最低为印度与中国的富裕人士。就亚

太区（日本除外）整体而言，大多数富裕人士（64%）

主要投资于特定的区域市场上，这一现象正好与富裕人

士追求高回报的投资策略相吻合。其中，最为显著的

是，高增长的中国成为亚太区富裕人士（日本除外）的

首选之地（截止2008年底，中国的投资占整体区域投资

的30%）。

在短期的谨慎情绪过后，亚太区富
裕人士的风险承担意愿有望回升 

我们预期亚太区富裕人士短期依然会采取谨慎的投资策

略，主要目标放在金融财富保值上，而不是追求高回报。

考虑到他们所蒙受的巨额财富损失，这点应该也不足为

怪。但到2010年，随着亚太区股市反弹，亚太区富裕人士

会开始把握股市的买进机会，而同时在投资组合流动性提

高之际，他们的风险承担意愿也将会回升。

不过，预期富裕人士仍会采取平衡的投策略，并在买进股

票的同时保持组合的流动性。因此，富裕人士将会相应地

提高固定收益产品以及现金与存款的投资部位。此外，

在信用条件紧缩的环境下，零售及商业物业投资都倍受冲

击，同时新建物业的数量也有所减少。有鉴于此，预期该

区不动产投资配置将有所降低，与全球平均配置水平更趋

同步。

到2010年，随着其他区域的市场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阴

霾，拉开的复苏帷幕，亚太区富裕人士会适当缩减对本国

与本区域的投资，而逐步增加欧洲与北美这类成熟市场的

投资部位，以在获得稳定投资回报的同时，通过地理上分

散投资来控制组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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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导：
     财富管理公司在金融危机后，
     面临改善经营模式和提供全方位产品 
     服务的重重挑战

亚太区财富管理业进入革新阶段

全球经济危机震撼了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对亚太区的财富

管理公司而言，此次的危机和余波使得他们更难在原本就已

极为复杂、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制定与执行致胜策略。

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之前，本区域财富管理市场的潜力吸引

了许多新公司加入角逐的行列，尤其是跨国公司，收益之

争随之愈演愈烈。在金融危机中，富裕人士客户的资产总

额大幅缩水，财富管理公司的受托管理资产（assets under 

management）和利润亦因此减少，富裕人士对理财顾问、

财富管理公司与金融体系的信心亦受损。

我们的研究 51显示，全球与区域/地方财富管理公司均

深受其害，目前极需采取应对措施，以迎合客户不断变

化的需求；同时还需改善顾问模式以及重新规划经营模

式。与此同时，财富管理公司还要面对经营环境的剧烈

转变，特别是竞争局面的转变，以及直接影响市场增长

的监管障碍。

挑战显然是相当艰巨的，但此次危机实际上提供财富管理

公司绝佳的机会，公司可借此重整实力与策略，以便为富

裕人士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在未来提高市场占有率。

简而言之，此次危机可说是亚太区财富管理业的转折点。

新公司在危机前大举进入亚太区财富管理业

在本轮金融危机发生的前五年，亚太区的财富管理市场展

现强劲的增长势头，一度成为活力充沛、竞争极为剧烈的

行业。在此期间，有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吸引

了大批的新公司涌入，尤其是国际公司。

中国和印度等主要市场的政治局势变得更稳定，本区的主

管机关和政府亦倾向开放市场的政策。在此同时，亚太区

的GDP增长强劲、股市与交易蓬勃发展，富裕人士的财富

水平与人数亦跟着水涨船高。

另外，尽管投资者只是在本区或国内市场交易，来获取短

期利润，但对于金融体系创造回报的能力，投资者日渐产

生了信心，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并进行借贷。

有鉴于此，国际公司开始拓展其触角和营运网络，区域

银行设立财富管理部门，有些专业的精品银行也开始进

军亚太区市场。业内竞争顿时风起云涌，而各家公司纷

纷积极开展市场活动、增聘理财顾问，使得营运成本亦

节节上升。

在产业快速成长的同时，极少数的财富管理公司具有全面

的实力，或有能力全面发掘市场的潜力。举例来说，国际

公司在支援理财顾问方面可能较为出色（即为顾问提供顶

尖的工具），而地区/当地公司则通常拥有较稳健的客户

关系网。

同时，行业经营模式的主要重心在于产品销售，而非全

方位的服务上。为了增加客户群，许多公司将其触角延

伸至中产阶层。富裕人士拥有多不胜数的服务商可以选

择，而且大部分都与多家不同的公司来往，以达到分散

风险的目的。

51 本研究结合定量与定性、主要与次要分析。使用的工具包括调查亚太区16个国家逾400位理财顾
问，以及采访本区20位资深财富管理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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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归咎于产业的不成熟

对于仍处于发展阶段的经营模式及客户关系，此次金融危

机造成的剧烈影响，令许多公司措手不及。本区的富裕

人士，尤其是日本以外地区的人士，在本次危机中蒙受的

财富损失甚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如此巨大的损失，导致

富人对整个金融体系失去信心，客户因此迅速流失。事实

上，本区（日本除外）有65%的受访理财顾问表示，他们

管理的富裕人士资产在2008年大幅缩水（日本则为54%，

因为该区的富裕人士通常较为保守，遭受的损失较小）。

实际上，此次危机暴露了本区财富管理公司实力上的不

足，尤其是揭示了国际公司与地区/本地竞争者之间不同

的优势与限制。

举例来说，虽然地区/本地公司拥有较广泛的客户关系

网，但这些公司大多缺乏经验丰富的理财顾问或有效的顾

问服务模式，难以满足挑剔的富裕人士，因此造成客户流

失(请参阅“顾问能力”一节)。国际公司亦无法留住客

户，尽管这类公司拥有较佳的全球经验和较强的顾问服务

模式，但敏感的富裕人士仍旧将资产转至本地公司。

目前，本区的财富管理公司必须克服危机的影响，并重新

调整定位，以便掌握本区未来的重大商机，同时在危机所

引起的种种限制下持续经营。

财 富 管 理 公 司 将 重 心 放 在 主 要 市
场，但预期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每家财富管理公司一开始都需要决定其精力的投放重心，

以及投放的方式。我们的研究显示许多公司选择投资主

要市场（日本、中国、印度和澳洲，见图9），这些地

区由于幅员辽阔或财富分配，需要广泛的市场营运网络 

（即在多个城市拥有据点），方能有效满足富裕客户的

需求。例如在澳洲，财富管理公司分布城市的数量和密

度均高于亚太区平均水平。相反的，中国拥有几乎数量相

当的财富管理公司，但是都集中在几个城市里。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市场现有的银行数量远低于新加坡和香港等财

注：圆圈的大小代表按财富值计算，该国的市场规模。财富管理公司的市占率是根据市场与城市间的业务涵盖范围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分析，2009年；公司年度报告，2007-08年

图 9.  2008-09年亚太区财富管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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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管理中枢，这两个市场目前和未来将仍是重要的境外中

心，且区内多数公司都保持高密度的业务涵盖范围。

对主要市场的看重，加上本区的财富增长前景看好，中国

和印度的新富人数可说是这股潜力巅峰的代表（见专题报

导：“许多财富管理公司积极抢先立足中国和印度”）。

但是，虽然同样是瞄准主要市场，但国际和地区/本地财

富管理公司的着眼点却通常不同。

金融危机之下，部分国际财富管理公司削减了其地区成长

计划，或选择退回其国内市场。有些公司是因为害怕客户

流失，有些则是因为利润紧缩或需要为资产负债表保留资

金。许多公司暂缓了新市场的开发计划，并缩小其营运规

模和裁减人手。但是，其中也有显著的例外。部分大型公

司和几家高阶专业公司在危机期间持续逆市扩充。他们通

过创新、量身制定的客户产品和服务奠定名声，并且在主

要市场未来的市占率之争中稳立不败之地。

在认识到富裕人士目前偏好本地投资和地方公司的安全

性，以及有些国际性公司开始打退堂鼓之际，地区/本地

财富管理公司企图坐收渔利。虽然确实有部分受管理资产

从国际财富管理公司流入地区/本地公司，但这些资金通

常流入透明和简单的产品之中，如果地区/本地公司未来

无法为富裕人士提供完整的财富管理服务，这转移情况更

可能无法维持长久。

金 融 危 机 对 富 裕 人 士 投 下 心 理 阴
影，必须重新调整经营模式方能收
复失心

无论市场环境如何，财富管理经理人都同意，本区业内未

来的一个主要趋势，将是转向（或回归）到更专门化的富

裕人士服务模式，而摒弃许多公司在危机发生前几年因急

于招揽客户所采取的零售化的经营模式。

这样的转变无论对国际财富管理公司和地区/本地公司来

说，都意味着必须全面调整经营模式，而面对富裕人士危

机后需求和喜好的转变，更让此趋势跃然纸上。我们的研

究显示，许多财富管理公司在许多关键的业务领域已经达

到一定的成熟度，但仍需要精益求精。

产品和顾问服务。亚太区富裕人士之间的差异十分大，财

富管理公司需要提供广泛的产品服务来满足这一群体。产

品的选择还要配合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尤其是较早前撤

回至国内市场和低风险投资的客户，现在又开始恢复扩大

其投资范围。若在利润较低的市场中，产品亦必须符合公

司的经济效益。为了满足富裕人士日益复杂的需求与协助

重建客户信心，以顾问为主（advisory-focused）服务模式

可谓势在必行，对传统上侧重于零售的公司来说，需要做

出的变革将会更大。

毫无疑问，本区的财富管理经理人一致认为，产品和服务

最为关键。在本次调查的对象中，有45%表示会在2009年

就此议题提出一些方案。

客户分析和市场占有率。若要达到持续成长，财富管理公

司必须分辨并锁定不同的客户群目标，并了解每个客户群

的需求。这在亚太区可说是极为艰难的挑战，因为本区的

财富管理业的潜在客户多数为新富和潜在的新富群体。财

富管理公司可通过与关系部门（如零售银行部门）合作来

获益，或是藉由与其它财富管理公司合作，将触角伸入并

了解新兴的富人群体，以及现有的富裕人士。利用适当工

具进行积极的沟通和营销规划亦将有所帮助。

营运效率和工具是实现服务质量、顾问支持和获利能力的

重要媒介。随着财富管理公司愈加注重富裕人士（而对零

售的关注较少），理财顾问将需要更完善、更专业的支

持，以及广泛的信息和专业知识。由于在亚太区，科技

的运用相当普遍，客户本身也很可能会期望更科技化的服

务。费用结构也是一大课题，尤其是对过去习惯于零售产

品服务的客户而言。在已有客户和潜在客户是在开放共享

的情况下，财富管理公司必须确保产品订价的透明度，并

积极管理费用与利润的分配问题。

国际财富管理公司和地区/本地公司将各自演变

对各家公司而言，依据不同实力，商业和营运模式的演变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着眼点。在本区经理人的深入访

谈结果显示，多数人认为国际财富管理公司和地区/本地

公司的相对优缺点目前相当明显（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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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平台和客户关系管理工具及信息科技(IT)通常是由国

际财富管理公司占优势，他们可从较成熟的市场输入这类工

具，而这些工具与信息科技已经证实能有效支援高接触客户

服务顾问模式（high-touch client service advisory models）。

在亚太区的产品服务不断更新之际，这方面能力的重要性与

日俱增。相对之下，地区/本地公司较少投资在支持工具和

技术上，研究显示他们更注重零售和交易活动，因此，在未

来这些公司必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产品、服务和咨询服务。许多经理人同意，国际财富管理

公司提供的产品种类较多、服务范围较广，同时咨询顾问

能力较为出色。值得注意的是，地区公司并不完全认同国

际公司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这可能是因为富裕人士

在金融危机期间对复杂的产品退避三舍，而这类产品正是

国际公司的强项。但是，在迎合成熟市场富裕人士喜好并

提供特定相关产品的方面，国际公司毫无疑问拥有丰富的

经验。随着富裕人士的风险承担意愿回升，而且本区的富

裕人士人数和需求不断扩增，这样的专业知识在中长期来

说至关重要。

在产品风险和查核程序方面，国际财富管理公司自认为明

显具有优势，地区/本地公司则认为自己的能力尚可。必

须注意的是，虽然地区/本地公司在这方面的经验远不及

国际公司，但亚太区对于营运和技术实务方面的全面监管

十分严格，尤其是针对外国公司，但在产品风险管理方面

则较为宽松。另外，国际公司习惯开发并销售创新、多样

化且精密的产品，而这类产品需要顶尖的风险管理和查核

程序。因此，国际公司在这方面无疑占有优势，且随着产

品服务的演变，以及本区的主管机关因金融危机变得更加

严厉，这样的优势显得更为重要。

品牌。国际公司通常以提供精密产品和海外市场投资闻

名，而金融危机损害了富裕人士对国际财富管理公司的

信任。许多富裕人士因而转向国内或地区性的公司寻求慰

藉。在协助将资产重新配置到较保守的本区投资方面，这

类公司也绝不比国际性公司逊色。但是，随着金融危机逐

渐消退，预期资金将再度流入国际公司。

零售客户接触管道和分行设置在亚太区长期以来一直受主

管机关和政府的控制。在拓展市场时，地区/本地公司所

受到的限制比国际公司小，因此他们无形中具有吸纳新客

户的优势。在国际公司如何进入市场以及如何提供金融服

务方面，这些强加于“外国”公司的限制当然是一大关键

因素，但是对于地区/本地公司而言，真正的优势在于其

拥有的零售和中产阶级市场，而非财富管理上。事实上，

许多以交易和零售为主的地区/本地公司都需要转型，才

能在未来提供富裕人士有效的专门产品服务。

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分析，2009年

图10.  亚太区财富管理公司的能力，2009年

(平均排名：1低－5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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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客户报告（在线和报表）是多数经理人认为国际性

公司和地区公司唯一可以匹敌的领域，尤其是在大型市

场。但须注意的是，富裕人士对客户报告的要求高于零

售客户，因此在公司必须满足富裕人士较特别的需求时 

（与零售客户相比），经理人可能未给予同样高的评价。

另外，在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下，富裕人士很可能会对在投

资组合配置和管理（包括费用）的透明度以及实时的信息

更新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客户报告的标准可能将

更高。

在未来，公司必须评估哪些实力对公司的价值主张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并相应地弥补任何可能的差距。

在危机后的环境中，客户信心的重
建和提高理财顾问能力方面的投资
十分重要

未来几年，预期财富管理业的规模和复杂性将持续增加，

在危机后的环境中如何重建客户信心，将是连结商业目标

和理财顾问能力之间最重要的一环。

亚太区受访经理人和顾问一致同意，富裕人士在金融危机

下对本区的财富管理公司、理财顾问、金融市场和监管机

关失去信心。本区的财富管理经理人对此忧心忡忡，虽然

多数人似乎认为这样的情况是针对整个体系，而非公司或

个别顾问。48%的经理人表示本区的客户对金融市场失去

信心（31%的理财顾问持同样意见），但仅有10%的经理

人认为富裕人士对理财顾问失去信心（3%的理财顾问持同

样意见）。

尽管如此，财富管理公司仍有很大的机会消除客户的疑

虑，并重新建立信心。事实上，85%的经理人表示维持客

户信任/留住客户，是亚太区财富管理公司2008-09年所面

临最艰难的两项挑战，而有40%表示，维持客户信任是他

们在2009年需要解决的第三大难题之一。理财顾问培训可

能是财富管理公司努力挽回客户的信任和信心的其中一项

策略。在受访的经理人中，55%表示顾问培训是2009年的

三大必要的解决方案之一，为经理人心目中的首要之务。

本区超过40%的受访顾问表示，他们在2008年见证大批

的客户流失，但像本次危机中市场出现如此低迷的行

情，极少数人曾有过亲身体验。（本区的顾问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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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分析, 2009年

图11.  2008年亚太区流失客户之理财顾问的年龄和客户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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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龄仅9.7年，远低于全球平均值13.3年。）较年轻的理

财顾问（41岁以下）及个人理财顾问也较可能失去客户 

（见图11）。

我们的研究显示，顾问辅助工具和方案可提高顾问的能

力，并且间接影响公司收益。

对于公司在2008年提供的服务和支持工具感到满意52的理

财顾问，其留客率是不满意的顾问的两倍。另外，感到不

满意的顾问在2008年的客户流失比例为74%。

不论是国际公司或地区/本地公司，在未来都必须决定适

当的理财顾问辅助工具组合。当然，这项决策还需要与整

体商业和营运模式互相配合。

监管法规变更，财富管理公司亦须
相应地采取策略性措施

在亚太区不断演变的财富管理领域，监管也是其中的一个

层面。随着经济危机的余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逐渐消散，

新的监管加强热潮难免会被淡忘。但是亚太区的业务监管

通常落实到相当明确的业务层面，而这些层面在较成熟的

市场里，长久以来的监管都一直比较宽松。

确切而言，监管可能会落实到业务和产品发展主要领域的

直接限制，包括：

• 产品审核

• 新产品和服务

• 外国公司对金融服务公司的所有权

• 收益/费用结构

• 信用和保证金交易

• 分行/网点分布范围

因此，监管对国际性公司进入亚太区市场无疑是一道障

碍，对市场潜力造成影响（见相关报导：“亚太区的政策

监管影响市场进入的可能性”）。相应地，财富管理公司

必须采取比过去更策略性的方案，方可因应监管的变更。

52 若理财顾问对公司所提供的主要辅助工具（顾问可最低限度控制的工具/能力，例如“顾问平
台”和“客户关系管理”工具）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意，即列入“不满意”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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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的政策监管
影响市场进入的可能性

亚太区包括许多全球监管最严格的市场。2008-09年的金

融危机促使几个国家（日本、南韩、泰国和马来西亚）放

宽对银行的部分限制，以期刺激经济的增长，但大体上来

看，此次危机使本区的监管控制程度有所提高，而非有所

降低。

外资银行的表现和健全度向来是监管机关的关注重点，有

些国家因此决定搁置或延后原本对外资银行开放的措施。

许多国家亦加强了对财富管理基金和结构性产品的监管。

在原本就已十分艰难的环境中，这类限制使财富管理公司

在推出新产品时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对本区的多个市场进行分析，根据商业环境和监管

标准，来评估境内公司的营运状况。评分依据多种营运参

数，包括银行业监管、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产品、市场进

入障碍，市场的整体成熟度和前景，以及其他商业环境评

分。分析显示了四个不同的财富管理区块（见图12）。

“低门坎”的香港和新加坡商业环境最为有利，并已成

为全球财富管理中枢。这两个市场拥有亚太区最自由的

法规和政策，因此吸引最多的国际财富管理公司在区内

设置分公司。监管和商业环境均获得高评分，代表这些

市场拥有周全的银行保密法、值得信赖的法律体系、高

效率的政府和管理良好的金融产业等特性。会随着欧盟

加速对欧洲避税天堂审查的脚步，富裕的欧洲会人逐渐

将新加坡和香港视为其境外投资中心。这些因素使得新

加坡和香港晋升为全球财富管理中枢，而不仅仅是亚太

区市场的“入口处”。

“中门坎”市场（澳洲、新西兰、马来西亚和台湾）拥有

相对有利的商业环境和较宽松的监管法规，外资银行要进

入并不难。对于外国公司而言，马来西亚和台湾市场蕴含

着巨大的潜力。马来西亚努力成为伊斯兰教国家投资的国

际中心，并允许外资在该国成立新公司。台湾亦通过解除

对分行融资和新台币存款的限制，鼓励外资银行的入驻。

相反的，澳洲和纽西兰拥有成熟的财富管理市场，但由本

地财富管理公司和高度专业化公司主导。不同于马来西亚

和台湾，澳洲和纽西兰的外资银行必须面对本地公司的剧

烈竞争，而努力求存。

“高门坎”市场（中国、印度、泰国、南韩和印尼）拥有

严格的监管法规，但作为亚太区的主要市场，财富管理业

的成长潜力惊人。从中国和印度近期的发展来看，外资银

行的活动持续受到限制。举例来说： 

• 中国近期收紧了财富管理基金的法规，并禁止银行将这

些基金投资在次级股票市场和复杂、高风险的产品上。

另外，监管法规要求外资银行必须与当地机构合作，方

可提供全面的产品和服务。为了扩大产品供应范围，许

多外资银行被迫在当地设立分行。

• 在印度，业界引颈期待的外资银行法规放宽措施，在

2009年4月遭到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53 

搁置。这使得外资银行全资子公司所受到的待遇仍与印

度本地公司有落差，而且无法插手印度的私人银行业。

对于原认为不久即可获准拓展公司业务，以此挖掘不断

发展的财富管理市场商机的外资银行而言，持续的限制

令人十分扫兴。 

无论如何，中国和印度的财富管理区块都拥有惊人的成长

潜力，即使监管法规十分严格，仍然具有十分的吸引力。

（见相关报导：“许多财富管理公司积极抢先立足中国和

印度”）

在南韩，金融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法（Financial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Act）于2009年2月生效。54 预期

新法令将使金融服务业的并购活动增加，并有助于金融机

构扩大其业务和产品范围。印尼近期增强了对外汇交易的

限制，让银行能更轻松地结算交易。尽管南韩和泰国都在

尝试放宽监管规定来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两个国家的相关

规定仍然相当严格。

53 Vaibhav Aggarwal,“外资银行重新考虑印度的拓展计划”,Rupee times(http://www.rupeetimes.com), 
2009年4月

54 “南韩：衔接趋势”，《国际金融法评论》(http://www.iflr.com)，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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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09年亚太区市场划分（依整体商业环境和监管评分）

“难以进入”的市场（日本、越南和菲律宾）拥有本区

最严格的监管法规，因而难以进入。例如日本，在本地

公司的掌控之下，对西方银行来说一直是十分难以进入的

市场。外资银行虽具有全球营运据点和产品专业知识的优

势，但却缺乏其日本竞争者所拥有的分行网络和本土资

源。虽然本地财富管理业长期以来专业能力缺乏、产品和

服务范围有限，但外国业者仍无法赢得日本客户的完全信

任。近期日本金融厅（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放宽了对

银行与其证券业务分行合作的监管，使外资银行得到喘息

的空间。在此之前，银行甚至禁止向本公司其他部门建议

服务项目。外资银行由于缺少和本地银行相同的控股公司

架构，过去一直深受监管规定所苦，新的监管规定可谓是

一剂强心针。55

越南和菲律宾的监管亦十分严格，让人不得其门而入。越

南在近期修改其信用法，为信贷及银行持股设定了严格的

限制。外资银行认为该法令可能成为其未来在该国成长计

划的一大桎梏。菲律宾亦对外国财富管理公司在当地的运

营立下了重重限制，造成许多外资公司很大程度上是通过

境外据点开展业务。

结论

总体来看，本次金融危机使亚太区财富管理业的监管程

度有所提高，而非有所降低。这样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相关

公司进入部分市场的可能性。新加坡和香港仍然是本区的

财富管理中枢，但中国和印度明显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 

引擎。

若要在亚太区大展宏图，国际银行必须采取策略性调整，

使其经营模式能够与实际的监管法规接轨。举例而言，

外资银行未来必将进入中国和印度等高增长潜力但监管

严格的市场，充分利用零星的监管变化，等待更全面的

市场开放。其中一个例子，便是在目前的监管法规和客

户需求的有利条件下，银行有机会涉足海外印籍人士 

（non-resident Indians）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

财富管理公司亦须与产业的监管机关密切合作，以便与

可能的监管变更保持同步，同时还可积极参与相关会谈，

确保新措施不会造成过度的限制。财富管理经理人一致认

为，整个亚太区的监管很可能进一步加强，财富管理公司

应尽可能地预期相关的影响，并努力减小监管对本公司成

长策略的影响。

55 “打破成规”，《经济学人》(http://www.economist.com)，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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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财富管理公司积极
抢先立足中国和印度

2009年亚太区财富报告

未来几年内，中国、印度和日本预期将成为全球财富管理

净增长的主要推手，这几个国家因此也有望成为未来十年

内全球财富的最大集中地（见图13）。虽然日本作为本区

的主要市场仍然会扮演主要的角色，但预期印度和中国将

呈现更高的财富增长（分别约为14%和12%，而日本约为

7%）。56 中国和印度拥有本区最高的GDP增长率，仍是

长期投资的最佳市场。财富管理公司若能在这两个繁荣但

尚仍处于发展阶段的市场率先立足，便有望占据独特的优

势，把握本区未来的商机。

事实上，自2008年起，已有许多全球财富管理公司纷纷入

驻中国或印度市场，本地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亦针对以下

的两大商机，扩大公司运营范围：

• 尚未开发的市场潜力

• 创新产品组合及新客户群的潜力

但是，财富管理公司必须彻底了解这些推动经济增长的主

因，并有效配合监管制度，才能做出正确的短期和长期决

策，在这个仍充满挑战的市场中把握商机。

在本区，中国拥有惊人的增长潜力。预期该市场的富裕人

士人数在2018年底前，将达到2008年的三倍以上。57 但随

着该国的小城市扩张和大城市以外地区的财富不断增加，

富裕人士的地理分布也将随之改变。消费和中产阶级人口

已经逐渐反映财富地理分布转变的事实，到2015年底前，

中国大部分的增长将来自四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和

深圳）以外的地区。58 我们预期富裕人士阶级也将呈现相

同的趋势。

中国的富裕人士相对年轻，投资方式亦较为积极。相形之

下，41%的日本富裕人士年龄超过66岁且偏好保守、低利润

的产品，而属于这个年龄段的富裕人士在中国仅占2%。事实

56 凯捷顾问公司罗伦兹曲线分析，2009年
57 同上
58 “老化来临：中国大陆的新富裕消费者阶级”，麦肯锡解读中国大陆(http://mckinsey.com)， 

2009年4月
59 凯捷顾问公司/美林理财顾问调查，2009年
60 同上
61 同上

62 “金融机构将成长寄期于财富管理产品”，《中国大陆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 
2009年8月7日

63 创业板(GEB)是仿纳斯达克(NASDAQ)所设计第二板，预期将在今年稍后开始运作，并可望为
投资者带来良好增长前景

64 亚太区顶尖财富经理人调查，Barclays Capital，2009年4月
65 凯捷顾问公司/美林理财顾问调查，2009年
66 凯捷顾问公司罗伦兹曲线分析，2009年

上，47%的中国富裕人士介于46-55岁之间。59 另外，只有4%

的中国富裕人士的财富是继承而得 60，日本则占22%。中国

富裕人士的这些特性，导致他们在追求最大回报率的同时，

具备相对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些特性也意味着该市场富

裕人士阶级具有惊人的成长潜力。61 

在产品方面，财富管理公司也在利用广泛监管法规中的一

些空档所带来的特殊机会。举例来说，预期银行将会着重

发展私人银行业务，因为私人银行业务可豁免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近期对高风险资产投资所规定的限制。同样的，预期部分

财富管理公司将利用信托来进行高风险投资（而不是直接

投资于高风险产品）。62 其中最佳的一个例证，是近期一

些银行推出在创业板上市63的股票投资产品，这些产品的

增长前景通常极佳，若非通过于创业板上市，富裕人士则

难以投资于这类产品。

此外，产品的领域还存在许多良机，无论是在保本型产

品领域（短期趋势）64，还是针对新富阶级的需求和全球

化的投资方式的领域（中/长期趋势）。另外，预期中国

富裕人士在2010年对海外地区的投资配置比例将增加，从

2008年的17%调高到29%。65 

印度富裕人士的增长和发展潜力也不容小觑。预期印度的

富裕人士人数在2018年底前，同样将达到2008年的三倍

以上66，其中大多数是新兴富人。和中国相似，在目前的

富裕人士人口中，相对少数是经继承获得财富（13%，

相对于日本的22%），且仅有少数富裕人士年龄超过66岁 

（9%），这表示经济增长促使富裕人士人口的增加。同样

的，大都市以外的区域亦有望推动该国财富增长。印度目

前有8千万户中产阶级家庭，其中仅有2千5百万户居住在

孟买和德里等一级大城市中，其他则多数住在小城市或较

偏远的地区。印度其中51个区域的市场财富总值，为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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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凯捷顾问公司分析，2009年

图13.  中国、印度和日本占全球财富的相对比例，2008年与2018年比较

67 “印度中产富人日增，影响力难以小觑”，沃顿知识 (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 
2008年7月10日

68 “印度小额汇款重要通告－惠民措施”，印度储备银行 (http://www.rbi.org.in/)，2009年7月1日
69 “共同基金进入限制放宽，理财顾问受惠”,《经济时报》(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 

2009年6月24日
70 “2009-2011年汇款流向展望”，世界银行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2009年7月13日

71 国家资料：印度和中国，《经济学人智库》，2009年8月
72 Tom Burroughes，“即时掌握印度财富市场商机－新报告”，亚洲财富简报

 (http://wealthbriefingasia.com)，2009年3月
73 “印度移民的扩展”－国家特定资料：中东区，海外印度促进中心 (http://www.oifc.in)， 

2009年8月20日资料
74 “海外印度人汇款费用”，呈报予印度储备银行之工作小组报告，2006年5月
75 凯捷顾问公司/美林理财顾问调查，2009年

都市加值的两倍 67，表明未来富裕人士的财富分布范围将

愈来愈广泛。

随着印度过去五年来汇款上限的大幅调升（由2004年每人

25,000美元，调升到2009年每人20万美元）68，为财富管

理公司的境外服务业务创造了大好机会。另外，印度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近期撤

销了共同基金经销商的进入限制，预期将促使公司采取更

侧重于以咨询为主的经营模式，并增加透明度。69

同样的，海外印籍人士对财富管理公司而言，亦是庞大

的潜在客户群：海外印籍人士的存款金额由2008年12月的

361亿美元，增加至2009年5月的392亿美元70，而汇款金额

则由2008年的490亿美元，预估在2013年达到560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2008年的汇款金额为370亿美元，预估在

2013年达到480亿美元。71 考虑到海外印度人士在印度市

场的投资将占其组合的15%-25%，这样的数据显然十分惊

人。72 在亚太区以外，中东和北美是海外印度移民人口最

多的地区。73 这两个地区的海外印度人汇款总额，占亚太

区以外这类汇款金额近70%。74

结论

财富管理公司应该审慎把握中国和印度市场的动态，尤其

监管环境的变化。对于外国财富管理公司而言，这样挑战

更加艰巨，因为许多公司应该仍感受到本轮金融危机余波

的效应，同时客户的疑心也加重。

在这些市场成长和自由化之际，尽管监管限制依然会存

在，财富管理公司若想成功获取市占率，应该采取渐进式

策略，利用富裕人士产品和客群中领域的个别短期机会，

并同时致力于全方位产品的开发，以便开发在未来富裕人

士人口增长和变化时，开启交叉销售和向上销售的大门。

此外，细分客户群对于了解新兴富裕人士客群的特性和需

求亦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市场使用多种方言的

情况下。虽然本地公司对客户的偏好和需求较为了解，但

印度和中国的开发仍未普及，财富管理人才较为短缺。而

国际公司通常拥有广泛的专业顾问网络，人才短缺必然会

使本地公司处于劣势。

财富管理公司必须针对中国和印度市场制定灵活的方案，

以便在拓展触角时，能设立适当的统一管理中心和区域分

行。同时，要提高生产力和加快增长，且不致过度增加风

险或经常费用，这种灵活的方案亦至关重要。若要减小短

期的成本压力，可能亦需采取特定的措施，例如将低接

触、高成本的业务从交易前台移到中后台，因为在2011年

之前，预期中国和印度富裕人士将大幅增加对固定收益和

现金与存款的部位。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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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实现长期与内部成长

案例1：顶尖财富管理公司－新加坡 案例2：顶尖财富管理公司－印度

商业模式

• 着重开放长期客户

• 策略为利用广泛的境外专才，来处理境内与本地市场相关的一系列产品

• 公司了解客户可能与多家服务供货商来往，并相信会向其竞争对手咨询的客

户，实际上更能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而协助公司量身制定更有效的产品 

服务

顾问模式

• 采取团队方式，表示公司认为单一顾问无法适当了解和营销各项产品，或为富

裕人士客户妥善地管理风险

• 在顾问培训上投入重资，目标锁定加强销售和沟通技巧，并确保理财顾问有能

力开发符合富裕人士客户目标的自订投资策略

营运模式

• 技术投资的重点放在辅助顾问，开发更出色的经验客户

• 利用科技来持续监控及分析客户的投资组合

• 采用服务导向架构（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简称SOA，为一服务套件）以

提供更大的业务弹性和更高的效率

商业模式

• 公司从“精品经营”模式转向跨阶级销售更广泛的产品，此举有助公司在艰难的环

境中扩大客户群，并使风险得以分散

• 目标为建立紧密的客户关系，并提供可以满足所有客户需求的“一站式”服务

• 计划透过扩大分布区域达到成长，朝向非都会区域发展

• 如全球私人银行的营运模式，并利用地区/本地公司所不具有的跨国会计优势

顾问模式

• 采取团队模式，由众多的专业人才服务客户

营运模式

• 利用现有的能力，例如使用资产分配、触发程序等现有的核心银行系统，来获得规

模经济效益

• 中后台最佳化，协助优化获利能力

许多公司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充分发掘亚太区财富管理市

场中的多项商机。但要建立并维持深远且具附加价值的富

裕客户关系，而同时控制成本决非易事，尤其是在目前利

润与收益已经如此压缩的环境中。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富裕人士客户将变得更加敏锐。他们

会期望财富管理公司和理财顾问能提供更高的透明度，更

坦率地进行沟通、更值得信任、能力更强，同时也希望产

品更为出色和创新。因此，富裕人士很可能将资产分散于

多家服务供货商。不过，本区的富裕人士的风险承担意愿

可能很快就会开始回升。届时，他们将在本区寻求分散投

资的机会，投资于非主流的产品来追求高回报。这无形中

创造了新商机以及扩大利润的机会，尤其是对经验丰富的

全球财富管理公司而言。

但是，未来的市场局势肯定会与危机发生的前几年不同。

凭借丰富的产品知识和服务项目，国际财富管理公司最终

将重新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受托资产，但来自地区和本地公

司的竞争也会远甚以往。随着竞争加剧，整合势必无可避

免；同时公司也可能纷纷进行合资，以扩大客户群并提高

收益。此外，内部成长也是公司建立价值主张的重要途

径，使其能紧贴本区新兴富裕客户人口的趋势进行扩张与

演变。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两个案例，正好可以体现亚太区财

富管理市场目前的商业、经营和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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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的研究也显示未来，在亚太区财富管理业，要

获得持续的内部成长，需具备下列四项关键因素：

1. 经营模式应迎合富裕人士市场的需求，无论是现在或是

未来。亚太区财富管理业的商业模式在金融危机前几年

开始变化。财富管理公司在争取客户时，多数公司进一

步地深入零售领域，把重心放在交易上。现在，公司必

须重新调整其策略重心，相应地将商业模式转向服务富

裕人士。而财富管理公司在锁定现有富裕客户的同时，

也同样必须准备好抢攻新兴的富裕群和增加受托管资

产。同时，公司也需要具备有效的成本模式，在服务导

向的业务环境中确保并提高利润和收益，并遵守目前或

未来可能存在的监管控制。

2. 锁定新的目标市场和群体。如同任何的成长策略，关键

是要找出并衡量新市场潜力的大小，然后规划有效的市

场进入策略。在亚太区，这意味需要针对潜在的回报衡

量监管限制和经营挑战，然后拟定可在竞争限制中实行

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策略。在进入市场之前，或一旦进

入市场之后，公司亦需要不断深入了解与分析其对目前

及新兴富裕人士群体和需求。这包括对人口结构、经

济、政治、监管和投资者偏好方面进行复杂且细致分

析，基于此，公司才能针对每个富裕人士群体的特定需

求制定个性化而低成本的方案。

3. 提供有效的产品组合。至少在短期之内，富裕人士仍会

偏向规避风险，获得的投资利润也相应较低。目前，财

富管理公司应提供透明且简单、具广泛吸引力、或着重

本地区的产品服务，以此来增加富裕人士的安全感。然

而，公司也必须能够随着市场风险承担意愿的回升，开

发创新的产品，最终提供客户一系列包括更复杂（且高

利润）及全球化产品的服务，同时保持富裕人士所期望

的透明度。届时，评估和沟通产品风险的重要性将与日

俱增。

4. 强化客户顾问服务。对许多亚太区的财富管理公司来

说，从传统的交易型模式改为偏向咨询型的客户服务模

式，将是一项重大的转变。举例来说，这可能需要采用

团队式的服务模式以减轻风险，并使客户能接触到各类

的专家，费用结构可能也需相应改变。公司亦尤其需要

雇用经验更丰富的理财顾问，来逐步赢得客户的信任和

信心，但这需要采用一种审慎的人才管理策略。在危机

前市道繁荣的几年中，未经深思雇用大量人力造成企业

的经营成本不断上升，而在目前这种利润微薄的情况

下，公司已无法负担这种人才管理策略。

财富管理公司若能有效针对上述这些关键因素进行布局，

就有望占据良好的竞争优势，有效吸引并留住客户，同时

在未来建立灵活的经营模式，成就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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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亚太区财富报告》主要研究11个市场：澳洲、中国、香

港、印度、印尼、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南韩、台湾与泰国。

这些市场占整个亚太区域GDP的95.3%。

市场规模模型涵盖了亚太区内18个国家与区域。我们使用凯捷顾

问公司的罗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分析模型和研究方法，估算

各个地区财富的增长幅度和规模。此研究方法是在八十年代由凯

捷顾问公司与美林在进行咨询合作时研发所得。这个模型每年更

新，从宏观的角度计算富裕人士的金融资产净值。

这个模型的建行分为两大阶段：首先估计个别国家与市场的整

体财富，其次估计此财富在该国成年人口当中的分布。国家的

整体财富水平使用了可靠的资料来源，如国际货币基币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所提供

之国家账目资料。该资料用以确认每年的全国总储蓄金额，经合

并调整后，算出国家的总资产。由于这部分计算的是金融资产的

账面价值，因此还必须根据全球股市指数加以调整，以获得反映

富裕人士财富中持股部位市值的最终资金。在上期报告发行后，

本报告中所采用的历史资料已更新。

2005年，我们修改研究方法，由只分析年度区域研究结果改为涵

盖国家的资讯。财富分配的计算基于财富和收入的已知关系。收

入分布资料是由世界银行、环球透视公司（Global Insight）、经济

学人智库及其他国家的官方统计数字所提供。我们采用计算出的

罗伦兹曲线，将财富分配于各国家的成年人口中。此外，为获得

金融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数值，我们使用可取的国家统计资料计

算金融财富的价值，再以此结果推算出其他国家的数据。每年，

我们与全球各地多家公司的同仁合作，不断改进分析模型，剖析

国内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长期对富裕人士财富创造的影响。

我们公布的金融资产财富数据包括了私募股权的账面价值，以及

各种公开报价的股票、债券、基金和存款。这其中不包括收藏

品、消费品、消费耐用品和作为主要住宅的不动产。理论上海外

投资有计算在内，但目前仅限于能精确估算进出国境的财产与投

资之相对流量的国家。我们在报告内也纳入了未申报的存款。

鉴于过去数年的汇率尤其是美元出现大幅波动，我们依旧评估了

汇率波动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从分析看来，我们的研究方法相当

健全，汇率波动对研究结果并没有重大的影响。

此外，我们使用年度平均汇率将各国货币折算成美元。在《全球

财富报告》的模型中，财富的计算首先基于过往一百年以来各国

的累积储蓄。由于在以美元计算累积财富时，是以过往一百年的

时间序列计算，所以一或两年内货币大幅升值影响极小，可以忽

略不计。例如，分析显示若2008年汇率维持2007年的水平，2008

年全球富裕人士财富只会比报告数字32.8万亿美元低0.2%。

本文件所含资讯取自不同来源；我们不保证其正确性或完整性，

亦不保证相关分析之正确性或完整性。本研究报告仅供一般发

行，亦仅提供一般参考，任何倚赖本报告内容的人士须自负 

风险。

我们要感谢下列人士协助本报告的编写:

凯捷咨询公司的William Sullivan, Ileana van der Linde 及 Anjali Rudrar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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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ro Rios 及David Wilson负责进行研究、汇整与撰写调查结果并且

提供深入市场分析； Colin Flynn, Bhushan Joshi, Wayne Li, Martin 

Lee, Joseph Sim, Arvind Sundaresan以及其他来自凯捷财富管理业务

部同仁的建议与专业知识 。此外要感谢Karen Schneider 与 Marion 

Lecorbeiller 在全球范围的持续支持。

美林的Sameer Aurora, Lucinda Horne, Takayuki Inoue, Mona Kwa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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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在金融业界受到重视。美林的Naveen Agarwal, Kenichi Bando, 

Riccardo Barbieri, Timothy James Bond, Jaeho Chang, Debbie Chin, Pradeep 

Dokania, Amy Fong, Thanomsri Fongarun-Rung, Malcolm Harrow, Eng 

Huat Kong, Francis Liu, Eng Lock Oh, Supavud Saicheua, Chris Selby 与 

Hiroyuki Yamamura针对目前的产业趋势提供专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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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顾问、经理与区域专家，参与我们的调查和访问，使研究结

果更具有效性，且增加了分析的深度。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以下公司对影响全球财富产业的事件提供深入

探讨，参与本次理财顾问调查以及协助富裕客户的调查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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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Deutsche Bank; Enam Securities; Fubon Financial; HSBC; IC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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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NAB Private Wealth; Nan Sh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verseas-Chinese Banking Corp.; Religare Macquarie Private Wealth; Sal. 

Oppenheim; Societe Generale Private Banking; Standard Chartered Private 

Bank; Tata Capital; United Overseas Bank. 

附录A: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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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美林全球财富管理部的客户属于拥有净值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裕人士。在美林全球财富管理，私人银行与投资部(Private 
Banking & Investment Group)为超富裕人士提供个性化的理财方案，兼具精品银行的周全服务以及大型全球金融服务公司的丰富
资源。由超过150位理财顾问团队为富裕客户提供服务，此外还包括投资管理、集中持股管理与跨世代财富移转策略等领域的
专家。美林全球财富管理隶属于美国银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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