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亞太區財富報告



給讀者的信 1

亞太區財富現況 2

金融危機迅速波及亞太區經濟，
但亞太區復甦步伐有望快於全球經濟 6

經濟危機加深之際，
亞太區富裕人士紛紛轉向安全資產  11

特別報導：
財富管理公司在金融危機後，
面臨改善經營模式和提供全方位產品
服務的重重挑戰  16

亞太區的政策監管影響市場
進入的可能性 22

許多財富管理公司準備
搶先立足中國和印度 24

展望未來：
達到長期與內部成長 26

附錄A：研究方法 28



12009年亞太區財富報告

亞太區財富報告

Antony Hung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

亞太區總裁

Sallie Krawcheck

美國銀行公司

全球財富與投資管理總裁

Bertrand Lavayssiere

凱捷顧問公司全球金融服務部

常務董事

給讀者的信

我們代表美林全球財富管理(Merrill Lynch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與凱捷顧問公司(Capgemini)，在此榮幸

地為您推出2009年《亞太區財富報告》。今年是我們深入分析亞太區富裕人士市場演變的第四個年度。在十

三年來成功發行《全球財富報告》的基礎上，我們繼而推出了本年度報告。這兩份報告都是我們兩家公司密

切合作的結晶，主要研究影響富裕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市場的主要趨勢。

市場在過去兩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震盪。全球經濟衰退迅速地衝擊亞太地區，速度之快與力度之大令人始料

未及。對於這場源於萬里之外的成熟金融市場危機，市場原以為亞太區會具有免疫力，但這種想法隨即被一

掃而空。在亞太區，由於各市場的性質大相徑庭，因此受到危機影響的程度亦有所不同，但最終結果是富裕

人士紛紛蒙受損失，富裕人士的人數普遍減少。我們2008年的研究結果顯示，富裕人士對市場、監管機構，

甚至在有些情況下，對金融顧問公司都喪失了信心。

本報告分析了經濟危機對亞太區富裕人士以及其財富的影響，並指出亞太區及其富裕人士的復甦步伐將快於

世界強國。實際上，我們相信在未來幾年，亞太區（尤其是中國與印度）將會是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推手。

而亞太區富裕人士亦有望在全球財富排行榜中晉升，高居主導地位。

重振市場與產業信心，是我們未來最重要的主題。在特別報導中，對於期望在亞太區富裕人士市場長期穩居

一席之地的財富管理公司，我們分析了其所面臨的重要議題。此外，公司應如何透過建立合理有效的客戶關

係管理模式、品牌策略、開發適當的諮詢服務與支援工具，以在維持內部成長的同時留住客戶，我們對此亦

有稍作探討。

能為您獻上本年度的報告，我們深感榮幸，並希望最新的分析能持續為您提供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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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裕人士為擁有至少一百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人士，其中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易耗品
與耐用消費品。 

2 超富裕人士為擁有至少三千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人士，其中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易耗
品與耐用消費品。 

全球經濟衰退，亞太區富裕人士深受 

其害

在連續三年的迅速成長後，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人口及財富

總值在2008年大幅縮減。到2008年底，本區的富裕人士總

數跌至240萬人，與上年比跌幅為14.2%（見圖1），而全

球富裕人士人口則下降14.9%。在2006年與2007年連續兩年

呈現兩位數的成長後，富裕人士的財富總值下跌至7.4兆美

元，跌幅為22.3%，而全球富裕人士財富的跌幅為19.5%。最

終，2008年底本區的富裕人士人口數量以及財富總值跌破

了2006年的水準。 

2005年富裕人士的人均金融財富總值為320萬美元，之

後以3.0%的年增率攀升，到2007年達到340萬美元，但在

2008年則縮減了8.8%，跌至310萬美元。雖然香港富裕人

士財富總值總體上受侵蝕的程度最深，但人均金融財富在

亞太區依然居冠，達490萬美元。在亞太區，近三分之二

市場的富裕人士人均財富低於全球水準的380萬美元。

亞太區超富裕人士的數目跌至1.43萬人，跌幅為29.6%，而

全球超富裕人士人口的跌幅則為24.6%。本區超富裕人士

的財富總值則下跌35.1%，全球跌幅為24.0%。相對於其他

區域，亞太區超富裕人士對於不動產與另類投資等這類波

動資產的配置較高。截至2008年底，本區超富裕人士對不

動產與另類投資的部位佔其總資產的30%，而全球超富裕

人士對此類資產的配置為26%。因此，本區超富裕人士承

受的損失也相應較大，而這些損失也導致不少人士被擠出

「超富裕」類別的行列，人數多於平均水準。

到2008年底，亞太區超富裕人士的人口僅占該區富裕人士

的0.6%，低於其他任何區域；但這部分超富裕人士所擁有

的財富依然占該區富裕人士財富總值的22.5%（見圖2）。

˙	 2008年亞太區的富裕人士1 數目縮減14.2%，降至240萬人，而富裕人士的財富跌至7.4兆美元，跌幅達22.3%。

˙		與上年相比，富裕人士人口與財富在2008年底呈現更為集中的態勢。日本和中國佔亞太區富裕人士人口總數的

71.9%，佔富裕人士財富總值的65.8%。而在上一年，這兩大數據分別為68.8%與62.4%。 

˙		亞太區超富裕人士(Ultra-HNWIs)2 所承受的損失比其他地區更嚴重，因此，亞太區超富裕人士人口減少的	

數目也更多。到2008年底，亞太區超富裕人士的數目比上年減少了29.6%，而全球的減幅為24.6%；超富裕人士

財富總值下跌了35.1%，全球則下跌了24.0%。

亞太區財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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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6-2008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人數（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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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07-2008年全球及亞太區富裕人士人口分佈（依富裕程度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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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理財顧問調查，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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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08年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分佈（依市場劃分）

(%)

亞太區的富裕人士人數與財富高度集中

在日本與中國

截至2008年底，日本和中國佔亞太區富裕人士人口總數的

71.9%，佔富裕人士財富總值的65.8%。而在上一年，這兩

大數據分別為68.8%與62.4%（見圖3）。這兩大國的富裕

人士所承受的損失亦佔亞太富裕人士總損失的51%，但這

很大程度也反映了這兩大國對亞太區富裕人士整體數據的

重大影響。實際上，到2008年底，這兩大國富裕人士佔亞

太區富裕人士財富總值的比例不跌反升，因為與其他市場

的富裕人士相比，他們所承受的損失還是較輕。同時在亞

太區，68.6%的超富裕人士來自日本與中國。

日本：2008年，雖然日本的富裕人士人數佔亞太區總富裕

人士人口達50%以上，但該國的富裕人士人口及財富的跌

幅卻相對較小。富裕人士人數縮減了9.9%，降至136.6萬

人，財富總值下挫16.7%，總額跌至3.2兆美元。在富裕人

士人口與財富的跌勢中，日本的歷史趨勢在一定程度上起

了緩衝的作用。2007年，由於日本總體經濟成長放緩，股

市表現疲弱（2007年股市總市值下跌6.1%），抑制了日本

富裕人士的人數與財富的成長。除此之外，日本富裕人士

歷來都屬於較為保守的投資人，而恰恰是這種投資風格使

他們在2008年免受沈重損失。到2008年底，日本富裕人士

所持有的現金類投資資產佔其總資產的54%。3

中國：繼2007年超越法國後，中國的富裕人士人數在2008

年更一舉超過英國，躍居全球第四位。由於中國市場的封

閉性，加上經濟亦相對較為穩健，使得該國不至於像其他

市場那樣大幅受創。不過，中國的富裕人士人口依然減少

了11.8%，跌至36.4萬人，而財富則下跌了20.7%，總額降

至1.7兆美元。

香港與印度的富裕人士人數縮減幅度

最大

在香港與印度，富裕人士人數的縮減幅度是亞太區最大

的。造成這一現象存在諸多因素，如股市市值佔國内生產

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的比重高；

富裕人士的資產配置偏好；以及富裕人士財富在這些國家

的分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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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4月10日期間，針對中國與G7國家的MSCI股指表現
5	 國家資料：印度，經濟學人智庫，2009年6月 

6 「印度成長出人意外地強勁」，BBC新聞(http://news.bbc.co.uk)，2009年5月29日

香港：從百分比來看，香港富裕人士人數的下滑幅度最

大，高達61.3%，人數下降到3.7萬人。富裕人士的財富也

難逃同樣的命運，暴跌65.4%下降至1,810億美元。香港可

謂是相當獨特的經濟體，因為香港屬於新興工業化的經濟

體，市場市值/名義GDP的比率卻非常高，達到6.2。這麼

高的比率意味著香港極易受到股市市值下跌的影響，就像

2008年所經歷的情況一樣(-49.9%)。相反的，該比率在新

加坡為1.49，在印度更只有1.1。此外，極大部分的香港富

裕人士屬於100-500萬美元的財富級別，而其中許多人因

為2008年的投資損失，財富跌出100萬美元的門檻外。

印度：在2007年出現最快速的成長率(22.7%)後，印度的

富裕人士人數縮減了31.6%，為8.4萬人，縮減幅度位居

全球第二。印度仍屬於新興市場，2008年由於全球對商

品及服務的需求下滑導致其GDP成長放緩，加上股市重

挫(-64.1%)，使得印度的經濟亦倍受衝擊。到2008年底，

富裕人士的財富下跌了29.0%，總額為3,100億美元，擁有

100-500萬美元的富人損失最為慘重(-31.8%)。

而在亞太區的其他市場，富裕人士的人數與財富在2008年

亦受到衝擊，只是程度較輕而已。舉例而言，澳洲的富裕

人士減少了23.4%，成為12.9萬人，而他們財富的縮水程度

則在亞太區排名第二（-29.7%，總值跌至3,800億美元）。

新加坡富裕人士的人數與財富分別降低了21.6%與29.4%，

肇因是GDP成長緩慢與股市暴跌（總市值大挫50.8%）。

泰國與南韓的 富 裕 人 士 人 數 小 幅 下 降 ， 分 別 為 - 4 . 5 %

與-11.0%。這其中受益於這兩國極低的股市市值/GDP比，

比率值分別為0.4與0.5，與香港的6.2成為鮮明對比。因

此，這兩國對本次經濟衰退的抵禦能力也相對較強。同

時，蒙受損失的絕大多數為擁有500-3,000萬美元的中等富

人以及超富裕人士。這些富人雖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但依

然穩居富裕人士之列。

到2018年，中國、印度的經濟有望刺激

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顯著成長

根據關鍵性的總體經濟動力以及其他財富成長動力，我們

預期亞太區的經濟在未來將成為全球富裕人士金融財富成

長的最強推動力之一。在亞太區，預期中國與印度等市場

的成長將快於其他市場，甚至快於拉丁美洲市場。而拉丁

美洲市場本身已是公認的「成長引擎」。

亞太區的成長將主要由本區的兩大市場—中國與印度的國

內消費來驅動。在中國，消費者需求增加、投資人風險承

擔意願回升。這些初顯的跡象表明，無論西方經濟體的需

求情況如何，中國的經濟已準備好邁向自力更生的繁榮之

路。中國的股市在2009年初的幾個月上漲了8.4%，表現超

越所有的G7市場。4 在經濟危機之下，印度依然屬於全球

成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最近的資料顯示2008年5 財政年

度的實質GDP成長相對有所好轉，2009年第二季的經濟數

據料亦超越於預期。6

日本的經濟局勢依然不確定，但這對調升亞太區富裕人士

成長預期並具有特別的影響，因為從過去表現來看，無論

日本的情況如何，本區整體的富裕人士人數與財富都同樣

會成長。以2007年為例，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人數與財富分

別增加了7.7%與12.5%，而日本的成長率僅為2.2%及3.2%。

實際上，目前的預測是基於日本經濟與股市將表現溫和的

前提下，只要日本出現任何明顯的復甦跡象，亞太區富裕

人士人數與財富的成長有望進一步走高。

基於上述的整體分析，我們預期在2008-2018年期間，亞

太區富裕人士財富的年複合成長率將達8.8%，高於全球平

均年增率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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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區域資料，經濟學人智庫，2009年5月 8 「區域經濟前景，亞洲與太平洋國家，全球經濟危機：亞洲的局勢」，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2009年5月

˙ 全球金融危機當前，亞太區也未能倖免。亞太區2007年的總體經濟發展穩健，並且對複雜金融產品的配置相對較

小，最初看來本區似乎具備抵禦全球經濟低迷的能力。但隨後很快就發現，由於各國間的貿易與金融往來關係，

亞太區已經深深融入了全球經濟。隨著金融危機的演變，亞太區的經濟開始受到衝擊。

˙ 財富創造的主要推動力受到金融危機的劇烈衝擊。2008年亞太區各國的GDP成長普遍放緩，在有些國家的GDP

成長甚至收縮。到2008年末，消費者信心萎靡不振，整個區域的個人消費下挫。股市市值一落千丈，重挫50%，

區域內的房價也普遍下跌。

˙  2008年以亞太區為主的投資損失慘重，投資人紛紛轉向較安全的資產類別。以亞太區為主的避險基金價值下跌

21%，贖回率創下歷史新高。因此，大量的避險基金面臨倒閉的命運。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增加投資人對安全資

的偏好，因而刺激對黃金的需求。

˙ 亞太區的復甦步伐或比全球經濟快。2009年，亞太區新興經濟體高於平均水準的成長，尤其是中國與印度，有望

緩解全球經濟危機對本區經濟的衝擊。本區的商業前景依然保持樂觀，同時失業率仍有望維持在全球平均水準之

下。

˙ 預期內需的成長將加快亞太區復甦的步伐。在2009年至2013年期間，亞太區內需的成長或將持續高於全球內需的

成長水準。這有助於加快亞太區經濟的復甦步伐。 

金融危機迅速波及亞太區經濟，

但亞太區復甦步伐有望快於全球經濟

全球需求一落千丈，亞太區2008年出口

大跌

2008年，亞太區商品與服務的出口成長率從2 0 0 7年的

10.0%跌至5.2%。7 幾十年來，區域內各國之間活躍的貿

易關係，一直以來都是推動區域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由

此看來，亞太區似乎與成熟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的商業週

期脫鉤了。但隨著全球的需求一落千丈，事實顯示許多產

品雖在區域內交易，但最終的消費者卻在亞太區外。實際

上，在2000年至2008年間，亞太區出口發達經濟體的總額

佔了區域GDP的逾20%。 

因此，全球工業化經濟體需求銳減迅速牽動了整個供應

鏈，使亞太區內的貿易受到打擊。除此之外，信貸危機對

區域出口業的中流砥柱企業也造成了直接的衝擊，其中包

括電子產品與汽車，這類產品的需求通常隨著經濟週期波

動，並且相當依賴融資。例如，在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

期間，日本的汽車出口量下跌近70%。8

金融往來關係使亞太區深受全球去槓桿

化的影響

由於亞太區銀行對複雜金融產品的配置相對較低，本區

銀行體系受到次級房貸的直接威脅甚小，但卻不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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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區域經濟前景，亞洲與太平洋國家，全球經濟危機：亞洲的局勢」，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2009年5月

10 新興亞洲經濟體包括中國、印度、印尼與越南（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
11 新 興 工 業 化 經 濟 體 包 括 香 港 、 新 加 坡 、 南 韓 與 台 灣 （ 依 據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的 

定義）
12 亞洲工業化經濟體包括澳洲、日本與紐西蘭（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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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7-2009年實質GDP成長率（2009年為預測值）

(%)

受到間接影響的束縛。2008年上半年，國際銀行流入亞太

區的資金呈現負值，其中原因是銀行本身面臨資本損失加

劇，而不得不降低其對新興市場的投資。

同時，外債融資變得困難，只有主權債券以及高評等的企

業債券發行機構才有能力借貸，但代價也不菲。全球機構

投資人與避險基金紛紛降低持有部位，亞太區股市也出現

資金淨流出的現象。舉例來說，到2008年底，亞太區避險

基金管理的資金約為1,300億美元，比2007年減少了近三分

之一。9 除此之外，全球市場的風險承擔意願降低，也是

亞太區貨幣貶值的一大促因。美元融資匱乏，使得本區的

資本市場在2008年底出現緊張的局面，貨幣當局為緩解局

勢，對區域內各大經濟體注入了大量流動性。而由於銀行

的風險厭惡情緒加劇，不斷地提高借貸條件，國內融資也

面臨壓力。

2008年，所有推動亞太區財富成長的因素都倍受

金融危機的影響

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所有推動亞太區財富成長的因素都倍受衝

擊。這些因素是：總體經濟指標（GDP、儲蓄和消費）、

市場表現（固定收益產品、不動產、股市市值和另類投資）

以及其他因素（商品與貨幣波動）。

˙ GDP成長普遍放緩，在部分亞洲工業化經濟體，GDP

甚至呈現收縮。在2008年，亞洲新興經濟體10 在區域內

的成長最為強勁，其中以中國為首（9.0%，見圖4）。

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11 的成長則普遍放緩，尤其是新加

坡，2008年的GDP成長由2007年的7.8%下滑至1.2%。台

灣則從5.7%跌至0.1%。亞洲工業化經濟體12 受創最深。

例如紐西蘭的GDP成長率在2007年為3.1%，在2008年卻

收縮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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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經濟學人智庫，2009年6月
14 「萬事達卡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 萬事達市場情報 (http://www.masterintelligence.com)，
 2009年6月
15 股市市值統計資料，全球證券交易所聯會(http://www.world-exchanges.org/statistics)，2009年6月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國家報告：中國香港》，經濟學人智庫，2009年3月
19 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期間的每月房價變動扣除了通膨因素，《全球物業指南》，2009年
20 Bei Hu與Tomoko Yamazaki，「2008年1月以來，約20%的亞洲避險基金倒閉」，
 彭博社新聞(http://bloomberg.com)，2009年4月27日
21 David Dolan，「愈來愈多避險基金與PE公司削減在亞洲的投資」，
 路透社(http://reuters.com)，2009年3月24日
22 Bei Hu與Tomoko Yamazaki，「2008年1月以來，約20%的亞洲避險基金倒閉」，
 彭博社新聞(http://bloomberg.com)，200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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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06-2008年股市市值成長率（依市場劃分）

˙ 2008年末消費者信心低迷不振，個人消費成長放緩。

在亞太區的絕大多數市場，尤其是新興工業化的經濟

體，個人消費成長普遍放緩。香港2008年的個人消費成

長驟降，從2007年的8.5%跌至1.8%，南韓則從5.1%跌至 

0.9%。13 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在2008年下半年，整

個區域的消費者信心大跌14，這一現象在新興工業化的

經濟體以及工業化亞洲經濟體尤其明顯。而2008年個人

消費成長最強的屬新興亞洲經濟體，並由中國(8.0%)與

印度(6.1%)領頭。

˙ 亞太區的股市市值大縮水，平均跌幅達49%。在2008年

上半年，全球股市還處於動盪的局面，但到下半年就

陷入極度萎靡的狀態，背後的肈因是投資人紛紛拋空股

票，把資金轉向安全資產，以求保本。到了年末，亞太

區的股市市值大幅縮水，平均跌幅達48.6%，過去五年

來累積的漲幅一時化為烏有。15 中國與印度的股市市值

跌幅最深，分別為-64.1%與-60.3%（見圖5）16，巨額的

財富因此而蒸發。區域內各大交易所的股票成交額亦普

遍下跌，平均跌幅為22.6%。17

˙ 亞太區內房價普遍大幅回落。2008年末，香港的不動

產市場嚴重受挫。到11月份，住房成交量比上年減少

79.3%，成交額則下跌87.2%。18 在2008年之前，中國的

樓市還未曾出現泡沫，但2008年的樓市成長依然有所放

緩，主要是由於政府的政策調控（如透過提高利率來降

低購房能力）所致。紐西蘭的借貸成本高昂，樓市亦是

一片冷清。在日本，建築公司為新工程項目貸款時面臨

重重困難。新加坡的樓市在2008年下半年開始下跌，住

房價格在2008年下滑了8.8%。19 

˙ 避險基金大幅減持亞太區的部位。全球經濟危機使以

亞太區為主的避險基金表現深受影響，在2008年的損

失達21.0%。在贖回潮的席捲之下，這些避險基金泥足

深陷，以致2008年的撤資額高達240億美元。20「有毒

資產」的持有部位也使部分避險基金承蒙受巨額的損

失，有些基金因此而不得不結束。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 250億的信貸避險基金GSO Capital Partners LP因

為未能如願在亞太區尋得具吸引力的投資，不得已關閉

了亞洲投資營業部。21 以亞太區市場為主的避險基金倒

閉的數量約達129家，比2007年多了近一倍。22 不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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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淨零售投資主要是金條囤積、金幣、金牌/仿製硬幣
24 「黃金需求走勢：2008年及第四季」，世界黃金協會與GFMS公司，2009年2月
25 特定貨幣兌美元的歷史匯率，Ozforex (http://www.ozforex.com)，2009年5月
26 同上
27 區域資料，經濟學人智庫，2009年8月
28 同上

29 Ravish Tiwari，「40%的地區處於乾旱」，IndianExpress.com，2009年8月19日
30 Timothy R. Homan，「世界銀行調高2009年中國成長預期為7.2%」，
 彭博社新聞(http://bloomberg.com)，2009年6月18日
31 「全球化擱淺：全球經濟劇變將對商業環境造成何種影響？」經濟學人智庫，2009年5月

遠來看，這輪的淘汰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倖存的基

金經理人將代表區域的避險基金行業：組合將更具策略

性，品質將更為優異 。

˙ 區域內大多市場的黃金需求增加。2008年，全球經濟不

確定性刺激黃金作為淨零售投資23 需求大增，而在部分

市場消費者對黃金首飾的需求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中國，淨零售投資飆升169.0%，高達68.9噸24，而黃

金首飾的需求則上升了8.0%。在泰國，黃金投資的需求

扶搖直上，從2007年的4.7噸增加至46.7噸。香港的黃金

首飾需求增加了3.0%，不過由於第四季度向來是婚禮的

熱門季節，首飾的需求在該季增至12.0%。而在台灣，

黃金首飾的需求則下跌了17.0%，但淨零售投資則上升

了18.0%。在日本與印度，由於市場對於經濟局勢的顧

慮開始影響市場氛圍，2008年第四季的首飾需求受到負

面衝擊。若按噸量來計算，印度的黃金需求則比2007

年降低了14.0%，不過若以盧布計，黃金需求仍上升了

13.0%。

˙ 絕大多數貨幣兌美元貶值。在2008年上半年，亞太區

的貨幣對美元的表現參差不一。澳幣與台幣兌美元分別

升值7.9%與6.4%，而韓圓與印度盧布則分別貶值-11.2%

與-8.9%。25 但在下半年，大多數亞洲貨幣兌美元都呈

現貶值，其中澳幣與紐西蘭元兌美元的跌幅最大，分

別為-38.1%與-32.1%。韓圓與盧布持續走低，貶幅分別

達-20.3%與-15.8%。到了2008年末，美元與日圓同時飆

升，部分是由於投資人為平倉利差交易，大幅買進所

致。在此過程中，日圓兌美元上升了14.9%。26

亞太區經濟的復甦步伐或將快於全球經濟

這輪的金融危機證實，亞太區與全球經濟已深深地融合在

一起。在全球經濟低迷之際，亞太區亦無法獨善其身。不

過有一些跡象表明，亞太區正以較快的速度走出本輪全球

經濟衰退的陰霾。最終，本區受到危機的負面影響也將小

於其他區域。

˙ 2009年亞太區經濟的收縮程度將小於全球經濟。2009

年預期亞太區GDP成長將收縮0.9%，低於全球水準的

2.7%。27 到2010年底前，預期本區的復甦步伐也將快於

全球其他的經濟體：亞太區的預期成長率為3.5%，而全

球經濟成長為1.6%。28 2009年，新興亞洲經濟體高於全

球平均水準的增速，尤其是中國與印度，有望緩和經

濟危機對本區的影響，並將有力促進區域整體經濟在

2010年的成長。中國與印度在2008-09年出台的總體政

策，尤其是財政政策，預期將大力推動2009-10年的經

濟成長。但是，印度的乾旱可能會削弱該國的經濟成長

潛力。2009年，印度的季風雨量明顯少於常年，使該國

40%的地區面臨旱災，農產品的產量可能會因此受到影

響，刺激食品價格高漲。29

˙ 2009年中國的經濟成長有望維持強勁的態勢。預期中國

2009年將維持8.0%的成長。其中主要的成長動力來自政

府4兆人民幣（5,850億美元）的刺激方案。亦因為這項

刺激方案，在2009年初的5個月，中國的貸款額創下新

高，投資不斷飆升。30

 由於許多製造業產能空置，利潤微薄，導致市場方面的

投資依然滯後。但政府支出有望維持該國在未來幾年的

高成長。

˙ 儘管全球經濟放緩，亞太區的商業前景依然可期。選擇

在哪個國家開展業務及進行投資時，公司通常會權衡諸

多的因素。雖然經濟危機改變了其中許多的變數，但亞

太區整體的商業前景依然可期。

 在2009-13年期間，中國與印度的商業環境有望大幅

改善。舉例而言，依據經濟學人智庫的商業環境排名

(Business Environment Rankings)，與2004-2008年期間相

比，中國在預測期間2009-13年的排名上升了11位。31 全

球而言這都堪稱大躍升。而這主要是歸功於該國的實體

經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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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球化擱淺：全球經濟劇變將對商業環境造成何種影響？」經濟學人智庫，2009年5月
33 東亞地區包括中國、香港、日本，南韓和台灣等
34 全球最新失業形勢，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辦公司—日內瓦），2009年5月
35 東南亞與太平洋國家包括泰國、印尼、新加坡、澳洲和紐西蘭等

36 南亞地區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等
37 區域資料，經濟學人智庫，2009年8月
38 「區域經濟展望，亞洲與太平洋，全球經濟危機：亞洲局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9年5月

 如新加坡與香港這類以貿易為主的經濟體的排名出現

顯著下降，但依然穩居亞太區的主導地位。整體而

言，2009-2013年亞太區商業環境所獲得的評分略微下

降，從2004-08年間的6.60下滑至6.58。32 而全球的平均

評分則從6.72降至6.61。亞太區許多政府也在努力不懈

地改善本國的經濟環境，以期促進海外直接投資，振興

本國經濟。

˙ 預期亞太區的失業率低於全球平均水準。2008年亞太區

的失業率低於其他區域，這一趨勢將持續至2009年，

而全球在2009年的失業率則可能由2008年的5.9%攀升至

6.8%。在東亞地區33，2009年的失業率預期34 將上升至

4.6%，東南亞與太平洋35 地區則將升至6.0%，南亞則為

5.4%。36

 亞太區各經濟體在改善就業方面爭相所做的努力，將有

助於穩固本區經濟的獨立復甦進程。例如，新加坡政府

推出了一項獨特的風險共擔項目，藉以鼓勵銀行借貸，

增加中小型企業的貸款途徑。因為失業率對GDP的影響

具有乘數效應，所以改善失業情況、增加就業的措施可

謂至關重要。

˙ 以內需為主的發展模式可加快亞太區復甦。2009年至

2013年期間，亞太區的內需成長可能將持續領先全球

平均水準。37 這項因素勢必有利於亞太區經濟的快速復

甦。在亞太區，內需成長最快的國家數印度與中國，

預期這兩國在2009-2013年期間的年複合成長率分別可

達到9.7%與7.9%。亞太區或將把發展重點放在內需上，

籍此來降低經濟對於商品與服務出口的依賴。預計2009

年商品與服務出口佔亞太區GDP的比重將從2008年的

37.2%下降至29.3%。

  此外，本區還可透過建立更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降

低居民在健康、教育與退休方面的儲蓄壓力，以此鞏

固內需的成長。38 這類舉措可大大提振消費者信心，

從而刺激個人消費。同時，亞太區各國若能允許本國

貨幣升值，企業就有動力提高生產產能來滿足國內需

求。貨幣升值還可使居民的實際收入增加，推動個人

消費成長。除此之外，加強區域間的合作，促進區域

經濟一體化，有助於擴大區域間的貿易，降低區域對

於外部需求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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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的富裕人士是一個高度多樣化的群體。在2008年，隨著金融危機的加劇，投資偏好與投資風格的不同，導

致有些投資人損失加劇，有些則損失較輕。但是，區域內富裕人士紛紛轉向安全資產的趨勢卻相當明顯。資產重

新配置模式上亦呈現一些清晰的趨勢。其中特別是： 

˙ 市場走勢不確定，許多投資人將資產轉移到現金與存款類資產。亞太區富裕人士持有現金與存款的部位(29%)

遠高於其他區域的富裕人士(21%)。

˙ 亞太區富裕人士對不動產的配置(22%)則稍稍高於全球平均水準(18%)。不過，近2008年底時，亞太區樓市開始

大幅走低。 

˙ 隨著亞太區股市市值創下全球第二大跌幅(-48.6%)，富裕人士的持股部位持續減少。截至2008年底，股票佔亞

太區富裕人士金融資產的比例為23%，比上年的26%有所降低。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以及信貸條件緊縮，使得

富裕人士提高對本區域的投資配置。2008年，亞太區富裕人士對本區域的投資從2007年的53%增加至67%。 

˙	預期短期內亞太區富裕人士仍將維持謹慎的資產配置策略，以資產保值為主要目標。不過，長期來看，我們預

期本區富裕人士將逐漸採取更為平衡的投資策略。

39 股市市值統計資料，全球證券交易所聯會(http://www.world-exchanges.org/statistics)，
 2009年4月

經濟危機加深之際，

亞太區富裕人士紛紛轉向安全資產

2008年，亞太區富裕人士對高安全性及

流動性的現金類投資情有獨鍾

一直以來，亞太區富裕人士都比其他區域富裕人士更為

偏愛現金類投資，但2008年經濟的不確定性，使得這種

偏好升溫。為了降低風險資產的部位，改善投資組合的

流動性以及提高資產管理的靈活度，截至2008年底亞太

區富裕人士持有的現金與存款佔其總資產的比例高達29% 

（見圖6），而全球富裕人士的平均水準為21%。

不過，亞太區現金與存款水準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日本推高

的，因為日本富裕人士的金融財富就佔了區域整體富裕人

士財富的43%以上。日本富裕人士一直以來對本國的金融

機構推崇有加，在經濟衰退之際，通常視國內銀行為避風

港。所以，即便收益率為零，他們始終願意把現金與存款

存放於本國的金融機構。在2008年，日本富裕人士再度將

更高部位的資產配置於現金與存款（30%，見圖7），比例

高於其他任何資產。若不包括日本在內，亞太區富裕人士

配置於現金與存款的比例則為26%。

台灣富裕人士持有的現金與存款部位最高(41%)。2008年，

台灣股市暴跌(-46.3%39)，富裕人士開始在保守的投資工具

上尋求庇護，以求獲得資本保值。

在少數國家，現金與存款的配置則遠低於區域的平均水

準，其中有澳洲(19%)與印度(13%)。在這些國家，其他資產

類別的收益率通常更高，譬如澳洲的不動產與印度的固定

到期計劃(fixed maturity plans)。

到2008年底，在亞洲（日本除外），29%的現金類投資存放

於非正規的銀行體系（如保險櫃），而全球的平均水準為

19%。在很大程度上，這體現了本區富裕人士對新興市場銀

行體系缺乏信心，因為新興市場銀行體系的透明度通常低

於成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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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括：結構性產品、避險基金、衍生性產品、外匯、商品、私募股權及創投
b   包括：商業不動產、不動產信託基金(REITs)、住宅不動產（不包括主要居所） 、 未開發用地、農田及「其他」
註：因四捨五入之故，資料加總後可能不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美林理財顧問調查，2007年3月，2008年4月，2009年3月

圖 6.  2006-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金融資產配置（2010年為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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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括：結構性產品、避險基金、衍生性產品、外匯、商品、私募股權及創投
b   包括：商業不動產、不動產信託基金(REITs)、住宅不動產（不包括主要居所）、未開發用地、農田及「其他」
註：因四捨五入之故，資料加總後可能不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美林理財顧問調查，2009年3月

圖 7.  2008年亞太區富裕人士金融資產分佈（依市場劃分）

(%)



132009年亞太區財富報告

40 「2008年下半年亞洲投資市場觀點」，CB Richard Ellis (http://asia.cbre.com.hk)，2009年6月11日 
41 不動產整體投資包括住宅不動產（主要居所除外）、商業不動產、REITs、未開發物業、農田

及其他
42 「亞太區不動產投資市場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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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要城市（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阿得萊德、柏斯，霍巴特、達爾文、
 坎培拉）HPI平均值增長率，《全球物業指南》，2009年 

44 「亞太區不動產投資市場報告，季度最新行情2009年4月」，Colliers International 
 (http://www.colliers.com)，2009年6月11日 
45 凱捷顧問公司分析，基於產業專家的訪談內容，亞太區，2009年7月
46 包括北美、中美與南美
47 歐洲、中東與非洲
48 股市市值統計資料，世界證券交易所聯會(http://www.world-exchanges.org/statistics)，2009年6月

亞太區富裕人士持有的固定收益產品部位持續低於全球

平均水準（20%比29%）。傳統上，對於亞太區投資人而

言，固定收益一直以來都談不上是重要的資產類別，因為

相對於其他區域，亞太區許多債市的發展仍不成熟。因

此，即便進行固定收益投資，投資人也通常會選擇像北美

與歐洲這類成熟市場。例如，中國的富裕人士通常比較偏

愛具有固定收益的結構性產品，而不是直接投資於固定收

益證券。固定收益證券的發行機構有限，可選的產品種類

不多，加之收益率相對較低。所以，作為一種資產類別，

固定收益證券對中國富裕人士的吸引力不大。

不動產的配置微幅增加

無論是由於繼承還是購置所得，在亞太區，不動產一直以

來都是重要的致富之本。因此，本區富裕人士向來投資大

部分的金融資產於不動產。2008年，這類投資佔亞太區富

裕人士金融資產的22%，與2007年的20%稍有增加，而在

2007年不動產的投資比上年減少了9個百分點。然而，在

2008年底之前，亞洲的不動產市場始終未出現任何徵兆，

顯示市場即將進入大幅調整週期。不動產投資增加的現象

反映，富裕人士偏愛有形資產，而且在房價暴跌之際市場

的投機購買活躍。在有些發展商籌資無門，機構投資面臨

流動性危機的情形下，投資人四處尋求機會，以低價買進

物業。除此之外，規避通膨風險可能也是刺激房產購置的

另一大因素。40 

從不動產的整體投資而言41，亞太區富裕人士對住宅投資

(55%)的熱衷程度高於其他地區(45%)。2008年，商業不動

產投資佔區域富裕人士整體不動產投資的比例由2007年的

32%跌至26%。企業經營規模縮減以及理性的成本控制，

使得商業不動產的租賃與資產價值都受到影響。在本區

商業中心如香港與新加坡，由於許多大型跨國公司陸續退

租，空置物業增多，使得租賃市場大幅走貶。42 租賃市場

下滑，空置率攀升，商業物業需求低迷，這些因素都致使

富裕人士降低了商業不動產的投資。 

2008年下半年，亞洲不動產信託基金(REIT)市場經歷了

有史以來最大的跌幅。在此期間，由於基金價格大跌，新

上市基金寥寥無幾，REIT市值收縮了近三分之一，總額

跌至480億美元。投資人擔心亞洲REIT無力獲得融資來安

度金融危機，這種氛圍對REIT市場造成了莫大影響。到

2008年底，亞太區富裕人士的REIT投資佔其金融資產的

比例從上年的18%跌至僅9%。

澳洲富裕人士對不動產的配置相當高(41%)，主要是因為

市場原本預期不動產名義價值將大幅下挫，而實際卻只出

現微幅走跌(-3.3%)。43 在澳洲，商業不動產的空置率低，

對優質辦公樓的需求亦綿綿不絕。在全球信貸危機之下，

機構買家由於面臨流動性壓力而被迫離場。但私人投資

人意識到大興基建必將是政府財政刺激政策的一部分，

正好利用這一空檔，乘機收購大量辦公物業與工業開發 

物業。44

南韓富裕人士配置了38%的資產於不動產，而不動產向來

是其財富的主要來源之一。不過，與2007年相比，這一比

例下降了2%，部分是由於市值降低的緣故。南韓不動產市

場保持著相對較高的流動性，投資人通常把各種不動產作

為一項長期投資。這些因素都可能是該國不動產投資減幅

相對溫和的原因。45

市場暴跌，股票持有部位急挫

在2008年，亞太區市場重挫48.6%，股市市值跌幅在全

球排名第二（相對於美洲區 4 6的-4 2 . 9 %以及E M E A 47的 

-49.3%）。亞太區富裕人士紛紛加入全球性股票拋售熱

潮，到2008年底，亞太區富裕人士持有的股票資產佔總金

融資產的比例僅為23%，與上年相比下跌了3%。

印度富裕人士的持股部位最高(33%)。不過，由於股市重

挫(-64.1%48)，該比例相對於2007年(37%)依然有所回落。

但這一配置水準仍屬於較高，其中原因是印度富裕人士已

習慣於股票投資，並且對股市直接投資鍾愛有加—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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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美林理財顧問調查，2009年3月

圖 8.  2008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之投資地理分佈（依市場劃分）

(%)

當地市場在近幾年表現亮麗的情況下（股市市值在2007年

與2006年分別上漲了118.4%與49.0%49）。2008年，香港

富裕人士大幅降低對股票的配置（從33%降至21%），澳

洲的情形如出一轍（由38%降至25%）。市場走勢的不確

定性使這兩大市場的股市市值重挫（香港跌幅49.9%，澳

洲為46.6%50）。  

另類投資的部位亦有所降低

在市場動盪之際，晦澀難懂且波動性高的結構性產品變得

愈來愈難以搏得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信賴。因此，2008年本

區富裕人士的另類投資持有部位從2007的8%降至6%。其

中，外匯(25%)是亞太區富裕人士（日本除外）的另類投

資首選。因為亞太區絕大部分投資是以當地貨幣計價，所

以外匯另類投資通常用於避險匯率的波動風險。日本與印

度的富裕人士則偏愛結構性產品（分別佔整體另類投資的

38%與30%），尤其是保本型的產品，而不是複雜難懂的

結構性產品，理由是這些產品的收益率往往高於傳統的固

定收益產品。

此外，亞太區富裕人士在避險基金上的配置比例小於其他

區域。而市場波動可能是促使投資人調整資產配置模式的

誘因。因為在亞洲的避險基金業，採取股票避險策略的基

金佔較高比例，而總體避險基金則相對較少。在市場震盪

的走勢中，股票避險基金下跌的可能性較大。

全球經濟危機之下，亞太區富裕人士偏

愛本區域的投資

在亞太區，本區域及國內投資其實在2006年就開始興起，

體現了當時追求高報酬的機會主義盛行。到了2008年，這

種「家鄉情結」變得愈加突出，但其背後的原因卻有所不

同—全球市場走勢不確定，信貸條件緊縮，富裕人士對其

他區域的投資望而卻步。正因如此，2008年亞太區富裕人

士對於本區及本國的投資由2007年的53%上升至67%。

日本富裕人士的投資地理分散程度最高（見圖8）。相對

於亞洲其他市場的富裕人士，日本富裕人士更傾向於把區

域投資分散於新興、新工業化與工業化等不同類型的經濟

體，以期降低風險部位。而同時，在2008年，日本富裕人

士卻表現得非常保守，將64%的區域投資全部配置於本國

資產上，以確保獲得穩定報酬與資產保值。

49 股市市值統計資料，世界證券交易所聯會(http://www.world-exchanges.org/statistics)，2009年6月
5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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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理上來看，分散投資程度最低的為印度與中國的富裕

人士。就亞太區（日本除外）整體而言，大多數富裕人士

(64%)主要投資於特定的區域市場上，這一現象正好與富

裕人士追求高報酬的投資策略相吻合。其中，最為顯著的

是，高成長的中國市場成為亞太區富裕人士（日本除外）

角逐的首選之地（截止2008年底，中國的投資佔整體區域

投資的30%）。

在短期的謹慎情緒過後，亞太區富裕人

士的風險承擔意願有望回升

我們預期亞太區富裕人士短期依然會採取謹慎的投資

策略，主要目標放在金融財富保值上，而不是追求高

回報酬。考慮到他們所蒙受的巨額財富損失，這點應該也

不足為怪。但到2010年，隨著亞太區股市反彈，亞太區富

裕人士會開始把握股市的買進機會，而同時在投資組合流

動性提高之際，他們的風險承擔意願也將會回升。

不過，預期富裕人士仍會採取平衡的投策略，並在買進

股票的同時保持組合的流動性。因此，富裕人士將會相應

地提高固定收益產品以及現金與存款的投資部位。此外，

在信用條件緊縮的環境下，零售及商業物業投資都倍受衝

擊，同時新建物業的數量也有所減少。有鑒於此，預期本

區不動產投資配置將有所降低，與全球平均配置水準更趨

同步。

到2010年，隨著其他區域的市場逐漸擺脫金融危機的陰

霾，拉開的復甦帷幕，亞太區富裕人士會適當縮減對本國

與本區域的投資，而逐步增加對歐洲與北美這類成熟市場

的部位，以在獲得穩定投資報酬的同時，透過地理上分散

投資來控制組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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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財富管理業進入革新階段

全球經濟危機震憾了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對亞太區的

財富管理公司而言，此次的危機和餘波使得他們更難在原

本就已極為複雜、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訂立與執行致勝策

略。

在此次的金融危機之前，本區域財富管理市場的潛力吸

引了許多新公司加入戰場，尤其是國際公司，收益成長

之爭隨之愈演愈烈。在金融危機中，富裕客戶的資產總

額大幅縮水，財富管理公司的受託管理資產(assets under 

management)和利潤亦因此減少，並且動搖了富裕人士對理

財顧問、財富管理公司與金融體系的信任。

我們的研究51 顯示全球與區域/地方財富管理公司均陷入危

機，現在勢必需要採取應對措施，以符合客戶不斷變化的

需求、改善顧問模式，以及重新規劃經營模式。財富管理

公司亦需要面對經營環境的劇烈轉變，特別是競爭版圖的

變化，以及將直接影響市場成長潛力的新法規。

挑戰雖然沈重，但此次危機實際上提供財富管理公司重整

其能力與策略的絕佳機會，為富裕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同時掌握未來的市佔率成長機會。簡而言之，此次危機可

說是亞太區財富管理業的轉捩點。

新公司在危機前大舉進入亞太區財富管理業

在本次金融危機發生約五年之前，本區的財富管理市場展

現強勁的成長，並轉型成為活力充沛、競爭極為劇烈的行

業。受到日益有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因素吸引，新

公司在該期間快速地湧入，尤其是國際公司。

中國和印度等重要市場的政治變得更穩定，本區的主管機

關和政府亦傾向開放市場自由化。在此同時，亞太區的

GDP成長強勁、股票市值與交易蓬勃成長，富裕人士的財

富等級與人數亦跟著水漲船高。

另外，投資人開始信任金融體系創造報酬的能力，即使透

過本地或國內市場交易來追求短期利潤仍是首選，但已經

不再害怕承擔較高的風險和進行借貸。

相應之下，國際性的公司開始拓展其業務範圍和營運功

能，區域銀行開展財富管理部門，有些精品銀行也踏入本

市場。業內競爭頓時波濤洶湧，而各家公司紛紛採取積極

的行銷活動和增聘理財顧問，使得營運成本亦節節上升。

在產業快速成長的同時，極少數的財富管理公司具備全面

的實力，或是發掘市場的完整潛力。舉例來說，國際性公

司在支援理財顧問方面可能較為優異（即提供顧問頂尖的

工具），而地區/當地公司則通常擁有較穩健的客戶關係網

路。

同時，行業的經營模式大幅著重在產品銷售，而非全方位

的服務上，為了增加客戶，許多公司將其觸角向下延伸至

中產人士階層。富裕人士可以選擇的供應商多不勝數，而

且大部分都與許多不同的公司來往，以達到分散風險的目

的。

特別報導：
					財富管理公司在金融危機後，
					面臨改善經營模式和提供全方位產品
					服務的重重挑戰

51 本研究結合定量與定性、主要與次要分析。使用的工具包括調查亞太區16個國家逾400位理財
顧問，以及訪談本區20位資深財富管理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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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歸咎於產業的不成熟

對於仍在發展中的經營模式及客戶關係，此次金融危機造

成了令人措手不及的劇烈影響。本區的富裕人士，尤其是

日本以外地區的人士，在本次危機中蒙受的財富損失甚至

高於全球平均。如此巨大的損失，導致富人對整個金融體

系失去信心，客戶因此迅速流失。事實上，本區（日本除

外）有65%的受訪理財顧問表示，他們所經手的富裕人士

資產在2008年大幅縮水（日本則為54%，因為該區的富裕

人士通常較為保守，遭受的損失較少）。

實際上，此次危機暴露了本區財富管理公司能力上的不

足，尤其是揭開國際公司與地區/本地競爭者之間不同的長

處與弱點。

舉例來說，雖然地區/本地公司擁有較廣泛的客戶關係網

路，但這些公司大多缺乏經驗豐富的理財顧問或有效的顧

問服務模式，難以滿足挑剔的富裕人士，並造成客戶流失

（請參閱「顧問能力」一節）。國際性公司亦無法留住客

戶，儘管這類公司擁有較佳的全球經驗和較強勁的顧問服

務模式，但敏感的富裕人士仍舊將資產轉至本地公司。

現在，本區的財富管理公司必須克服本次危機的影響，並

重新調整定位，以便掌握本區未來的重大商機，同時在危

機所引起的種種限制下持續營運。

財富管理公司將重心放在主要市場，但

預期將面臨激烈的競爭

每家財富管理公司一開始都需要決定其精力的投放重心，

以及投放的方式。我們的研究顯示許多公司選擇投資主要

市場（日本、中國、印度和澳洲，見圖9），這些地區的

地理規模或財富分配需要廣泛的市場涵蓋範圍（即在多個

城市擁有據點），方能有效滿足富裕客戶的需求。例如在

澳洲，財富管理公司分佈城市的數量和密度均高於亞太區

平均。相反的，中國擁有幾乎數量相當的財富管理公司，

註：各圓圈的大小代表該國家財富所佔的市場規模。財富管理公司的市佔率是根據市場與城市間的業務涵蓋範圍計算得出。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分析，2009年；公司年度報告，2007-08年

圖 9.  亞太區財富管理版圖，2008-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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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集中在幾個城市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市場現有

的銀行數量遠低於財富管理中樞的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

地區目前和未來將仍是重要的境外中心，且區內多數公司

都保持高密度的業務涵蓋範圍。

對主要市場的看重，加上本區的財富增長前景看好，中國和

印度的新富人數可說是這股潛力巔峰的代表（見相關報導：

「許多財富管理公司準備搶先立足中國和印度」）。

但是，雖然同樣看重主要市場，國際和地區/本地財富管理

公司的審視觀點通常不同。

金融危機之下，部分國際財富管理公司減少了其地區成長

計劃，或選擇退回其國內市場。有些公司是因為害怕客戶

流失，有些則是因為利潤緊縮或需要為資產負債表保留資

金。許多公司暫緩了進入新市場的計劃，並縮小其營運規

模和裁減人手。但是，其中也有顯著的例外。部分大型公

司和幾家精品銀行在危機期間持續逆市擴充。他們透過創

新、量身制定的客戶產品和服務奠定名聲，並且在主要市

場未來的市佔率之爭中穩佔一席之地。

在認識到富裕人士目前偏好本地投資和地方公司的安全

性，在幾家國際性公司開始打退堂鼓之際，地區/本地財富

管理公司企圖坐收漁利。然而，雖然確實有部分受管理資

產從國際財富管理公司流入地區/本地公司，但這些資金通

常注入透明和簡單的產品之中，如果地區/本地公司未來無

法為富裕人士提供完整的財富管理服務，此轉移情況更可

能無法維持長久。

金融危機對富裕人士投下心理陰影，必

須重新調整經營模式方能收復失心

無論市場環境如何，財富管理經理人都同意，本區業內一

項未來主要的趨勢，將是轉移（或回歸）到更專門化的富

裕人士服務產品，而摒棄許多公司在危機發生前幾年期

間，因急於招攬客戶所採取之較零售化的經營模式。

這樣的轉變無論對國際財富管理公司和地區/本地公司來

說，都意味著必須大幅調整多項商業實務，同時面對富裕

人士因危機而改變的需求和喜好，更讓此趨勢躍然紙上。

我們的研究顯示，許多財富管理公司在許多關鍵實務領域

已經達到一定的成熟度，但仍需要精益求精。

產品和顧問服務。亞太區富裕人士之間的差異十分大，財

富管理公司需要提供廣泛的產品服務來滿足此一群體。產

品的選擇還要配合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尤其是之前退回

國內市場和低風險投資的客戶，現在又開始恢復擴大其投

資範圍。若在較低利潤的環境中，產品亦必須符合公司的

經濟效益。為了滿足富裕人士日益複雜的需求與協助重建

客戶信心，轉向偏重諮詢(advisory-focused)的服務模式可說

勢在必行，對傳統上偏重零售的公司來說，轉移的規模將

會更大。

毫無疑問，本區的財富管理經理人認為提供產品和服務十

分重要。在本次調查的對象中，有45%表示會在2009年就

此議題研究方案。

客戶分析和市場佔有率。若要達到持續成長，財富管理公

司必須找出並鎖定不同的客戶群目標，並瞭解每個群體

的需求。這在亞太區可說是極為艱難的挑戰，因為本區財

富管理業的潛在客戶多數同時存在於新興富人和潛在的新

體群中。財富管理公司可藉由與關係部門（如零售銀行部

門）合作來獲益，或是藉由與其他財富管理公司合作接觸

並瞭解新興和成長中的群體，以及現有的富裕人士。透過

適當工具進行積極的溝通和行銷計劃，將有助於達成上述

目標。

營運效率和工具是營運效率和工具是實現服務品質、顧問

支援和獲利能力的重要媒介。隨著財富管理公司對富裕人

士的重視日益攀升（而較不重零售），理財顧問將需要更

完善、更專門的支援，並且能夠取得廣泛的資訊和專業知

識。由於本區對科技的接受度極高，客戶本身也很可能會

要求更科技化的服務選擇。費用結構可能是另一個課題，

尤其是對過去習慣零售產品服務的客戶而言。在市場中客

戶和潛在客戶開放共享的情況下，財富管理公司必須確保

產品訂價的透明度，並積極管理費用或利潤分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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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富管理公司和地區/本地公司將各自演變

對各家公司而言，商業和營運模式的演變將端賴所謂的能

力起點而有所不同。在針對本區經理人的深入訪談中，多

數人認為國際財富管理公司和地區/本地公司的相對優缺點

目前十分明確（見圖10）。

顧問平台和客戶關係管理工具及資訊科技(IT)通常是由國

際財富管理公司佔優勢，他們可從較成熟的市場輸入這類

工具和資訊科技，這類工具和資訊科技已證實能有效地支

援高接觸性客戶服務顧問模式。在亞太區的產品服務進化

之際，此一能力的重要性勢必有增無減。相對之下，地區/

本地公司較少投資在支援工具和技術上，研究顯示他們偏

重零售和交易導向的活動，在未來必須解決此一隔閡。

產品、服務和顧問服務。許多經理人同意，國際財富管理

公司擁有範圍廣闊的產品、服務和較佳的顧問職能。值得

注意的，是地區公司並不完全認同國際公司在產品和服務

方面佔優勢，而這可能是因為富裕人士在金融危機期間迴

避精密的產品類型，而這類產品正是國際公司的強項。但

是，在滿足成熟市場富裕人士喜好和提供特定相關產品方

面，國際公司毫無疑問擁有豐富的經驗。隨著現有的富裕

人士開始恢復承擔風險，且本區的富裕人士人數和需求不

斷擴增，這樣的專業知識在中長期來說至關重要。

在產品風險和審核程序方面，國際財富管理公司認為自己

明確具有優勢，地區/本地公司則認為自己的能力尚可。必

須注意的是，雖然地區/本地公司在這方面的經驗遠不及

國際公司，但亞太區對於營運和技術實務方面的全面監管

十分嚴格，尤其是針對外國公司，但在產品風險管理方面

較為寬鬆。另外，國際公司習慣開發並行銷創新、多樣化

且精密的產品，而這類產品需要頂尖的風險管理和審核程

序。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公司在這方面佔有優勢，隨著產

品服務的演進，以及本區的主管機關因金融危機變得更加

嚴厲，這樣的優越能力將更顯重要。

品牌。金融危機損害了富裕人士對國際財富管理公司的信

任，國際公司以複雜的產品和海外市場聞名。許多富裕

人士選擇轉向其國內或地區性的公司尋求慰藉。在將資產

重新配置到較保守、國內區域的投資處理上，富裕人士認

為這類公司的能力並不遜色。但是，隨著金融危機逐漸消

退，預期資金將再度轉入國際公司。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分析，2009年

圖 10.  亞太區財富管理公司的能力，2009年

(平均排名：1低－5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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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客戶接觸管道和分行設置在亞太區長期以來均受主管

機關和政府的控制，好讓地區/本地公司較國際公司擁有

更多的發展空間，無形中提供他們吸納新客戶的優勢。在

國際性公司進入市場和提供金融服務的時候，強加於「外

國」公司的限制當然是一大重要因素，但是地區/本地公司

真正的優勢應該是在零售和中產階級市場，而非財富管理

上。事實上，許多以交易和零售為主的地區/本地公司都需

要轉型，才能在未來提供富裕人士有效的專門產品服務。

顯然，客戶報告（線上和報表）是多數經理人認為國際

公司和地區公司唯一可以匹敵的領域，尤其是在大型市

場。但須注意的是，富裕人士對客戶報告的標準要高於

零售客戶，因此在公司必須滿足富裕人士較特別的需求時 

（與零售客戶相比），經理人可能未給予同樣高的評價。

另外，在金融危機的教訓之下，富裕人士很可能會對其投

資組合配置和管理（包括費用）要求更高透明度，並且能

更及時地取得資訊，未來客戶報告的標準可能將更高。

在未來，公司必須評估對其事業計劃最重要的能力，並相

應地解決任何可能的落差。

重建客戶信心和投資理財顧問的能力，

在危機後的環境中十分重要

未來幾年，預期財富管理業的規模和複雜性將持續增加，

在危機後的環境中如何重建客戶信心，將是連結商業目標

和理財顧問能力之間最重要的一環。

亞太區接受調查的經理人和顧問一致同意，富裕人士在金

融危機下對本區的財富管理公司、理財顧問、金融市場和

監管機關失去信心。本區的財富管理經理人對此感到憂心

忡忡，雖然多數人似乎認為這樣的情況是針對整個體系，

而非公司或個別顧問。48%的經理人表示本區的客戶對金

融市場失去信心（31%的理財顧問持同樣意見），但僅有

10%的經理人認為富裕人士對理財顧問失去信心（僅3%的

理財顧問持同樣意見）。

儘管如此，財富管理公司仍有很大的機會消除客戶的疑

慮，並重新建立信心。事實上，85%的經理人表示維持客

戶信任/留住客戶，是亞太區財富管理公司2008-09年所面

臨最艱難的兩項挑戰，而有40%表示，維持客戶信任是他

們在2009年需要解決的前三大難題之一。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分析，2009年

圖 11.  2008年亞太區流失客戶之理財顧問的年齡和客戶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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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若理財顧問對公司所提供的主要輔助工具（顧問可最低限度控制的工具/能力，例如「顧問平
台」和「客戶關係管理」工具）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滿意，即列入「不滿意」類別。

財富管理公司很可能會透過顧問培訓的方式，嘗試重振客

戶的信任和信心。在回覆調查的經理人中，55%表示顧問

培訓是2009年的三大必要解決方案之一，亦成為經理人心

目中的最高的迫切事項。本區超過40%的所有受訪顧問表

示，他們在2008年見證大批的客戶流失，但少有人曾直接

經歷過如本次危機中如此低迷的市場態勢。（本區的平均

顧問年資僅9.7年，遠低於全球平均值13.3年。）較年輕的

理財顧問（41歲以下）及個人理財顧問也較可能失去客戶

（見圖11）。

我們的研究顯示，顧問輔助工具和方案可以讓顧問的能力

更上層樓，並且間接影響公司收益。

對於公司在2008年提供的服務和支援工具感到滿意52 的理

財顧問，其留客率是不滿意的顧問的兩倍。另外，感到不

滿意的顧問在2008年流失客戶的比例為74%。

不論是國際公司或地區/本地公司，在未來都必須決定適當

的理財顧問輔助工具組合，且決策亦須與整體商業和營運

模式互相配合。

因應監管變化，財富管理公司亦必須採

取策略性方案

在亞太區不斷演變的財富管理領域，監管也是其中的一個

層面。隨著經濟危機的餘波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逐漸消散，

新的監管加強熱潮難免會被淡忘。但是亞太區的業務監管

通常落實到相當明確的業務層面，而這些層面在較成熟的

市場裏，長久以來的監管都一直比較寬鬆。

深入來看，監管可能會對業務和產品發展主要領域造成直

接限制，包括：

•		產品審核

•		提供新產品和服務

•		外國公司對金融服務公司的所有權

•		收益/費用結構

•		信用和保證金交易

•		分行/網路涵蓋範圍

就其本身而論，監管代表國際財富管理公司進入市場的障

礙，對市場潛力造成影響（見相關報導：「亞太區的政策

監管影響市場進入的可能性」）。因此，財富管理公司必

須採取比過去更策略性的方案，方可因應監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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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包括許多全球政策監管最嚴格的市場。發生在

2008-09年的金融危機促使幾個國家（日本、南韓、泰國

和馬來西亞）放鬆了部分的銀行限制，以期達到刺激經濟

成長的目的，但大體上來看，此次危機在本區造成的監管

控制，趨向緊縮要多過於放鬆。

外資銀行的表現和健全度向來是監管機關的關注重點，有

些國家因此決定擱置或延後原本預期對外資銀行開放的措

施。許多國家亦收緊了財富管理基金和結構性產品的監管

法規。在原本就已十分艱難的環境中，這類限制讓財富管

理公司更難導入新產品。

我們對本區的多個市場進行分析，根據商業環境和監管

評分來評估境內公司的營運狀況。此評分計入多種營運參

數，包括銀行業監管、對外資銀行的限制、產品提供、進

入障礙，市場的整體成熟度和展望，以及其他商業環境評

分。此分析顯示四個不同的財富管理區塊（見圖12）。

「低門檻」的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環境最為有利，並已是

全球財富管理中樞。這兩個市場擁有亞太區最自由的法規

和政策，因此吸引最多的國際財富管理公司在區內設置分

行。監管和商業環境均獲得高評分，代表這些市場擁有周

全的銀行保密法、值得信賴的法律體系、高效率的政府和

管理良好的金融產業等特質。隨著歐盟加速對歐洲避稅天

堂審查的腳步，富裕的歐洲人逐漸將新加坡和香港視為其

境外投資中心。這些因素使得新加坡和香港一舉成為全球

財富管理中樞，不只是亞太區市場的進入點而已。

「中門檻」市場（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和台灣）擁有

相對有利的商業環境和較寬鬆的監管法規，外資銀行要進

入並不難。馬來西亞和台灣對外國公司而言蘊含龐大的潛

力。馬來西亞致力於成為伊斯蘭教國家投資的國際中心，

並允許外資在區內創立新公司。台灣亦透過解除對分行融

資和新台幣存款的限制，鼓勵外資銀行進入其市場。相

反的，澳洲和紐西蘭擁有成熟的財富管理市場，但由本地

財富管理公司和精品銀行掌握大權。不同於馬來西亞和台

灣，進入澳洲和紐西蘭的外資銀行必須在本地公司的劇烈

競爭下努力求生。

「高門檻」市場（中國、印度、泰國、南韓和印尼）擁有

嚴格的監管法規，但為亞太區的主要市場，財富管理業的

成長潛力驚人。從中國和印度近期的發展來看，外資銀行

的活動持續受到限制。舉例來說：

•	 中國近期收緊了財富管理基金的法規，並禁止銀行將這

些基金投資在次級股票市場和複雜、高風險的產品上。

另外，監管法規要求銀行必須與當地機構合作，方可提

供全面的產品和服務。為了提供廣泛的產品，許多外資

銀行被迫在當地設立分行。

•		在印度，業界引頸期待的外資銀行法規放寬措施，在

2009年4月遭到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53 擱

置。這使得外資銀行全資子公司所受到的待遇仍與印度

本地公司有落差，而且無法插手印度的私人銀行業。對

於原本認為不久即可獲准拓展公司版圖，並掌握此成長

中財富管理市場商機的外資銀行而言，持續的限制令人

十分掃興。

無論如何，中國和印度的財富管理區塊都擁有驚人的成長

潛力，即使監管法規十分嚴格，仍然具有市場吸引力。（

見相關報導：「許多財富管理公司準備搶先立足中國和印

度」）

在南韓，金融投資服務和資本市場法（Financial Investment 

Serv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Act，簡稱FSCMA）於2009年2

月生效。54 預期新法令將使金融服務業的併購活動增加，並

亞太區的政策監管影響市場
進入的可能性

53 Vaibhav Aggarwal，「外資銀行重新考慮印度的拓展計劃」，Rupee times 
 (http://www.rupeetimes.com)，2009年4月

54 「南韓：銜接趨勢」，《國際金融法評論》(http://www.iflr.com)，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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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金融機構擴大其業務和產品範圍。印尼在近期增強了

對外匯交易的限制，讓銀行能更輕鬆地結算交易。儘管南韓

和泰國嘗試放寬監管規定來刺激經濟成長，這兩個國家的相

關規定仍然相當嚴格。

「難以進入」的市場（日本、越南和菲律賓）擁有本區

最嚴格的監管法規，因而難以進入。例如日本，在本地業

者的掌控之下，對西方銀行來說一直是十分難以進入的市

場。外資銀行可以強調其全球營運據點和產品專業知識，

但卻缺乏日本競爭者所擁有的分行網路和地方資源。本地

財富管理業長期以來缺乏專業能力、產品和服務，但外國

業者仍無法贏得日本客戶的完全信任。近期日本金融廳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放寬了對銀行如何同其證券業務

分行進行合作的監管，使外資銀行得到喘息的空間。在此

之前，銀行甚至被禁止推薦同公司其他部門的服務。外資

銀行由於缺少和本地銀行相同的控股公司架構，過去一直

深受監管規定所苦，新的監管規定可說為其注入一劑強心

針。55 

越南和菲律賓的監管亦十分嚴格，讓人不得其門而入。越

南在近期修改其信用法，為信貸及銀行持股設立嚴格的限

制。外資銀行認為此法令可能阻礙其未來在越南的成長計

劃。菲律賓亦對外國財富管理公司在當地的營運設下重重

限制，造成多數外資公司透過境外地點營運業務。

結論

大體上來看，本次金融危機對亞太區財富管理業所造成的

監管控制，趨向緊縮要多過放鬆，這樣的轉變直接影響了

進入部分市場的可能性。新加坡和香港仍然是本區的財富

管理中樞，但中國和印度明顯將成為未來的成長動力。

若要在本區出類拔群，全球銀行必須採取策略性調整，

使其經營模式能夠與實際的監管法規接軌。舉例而言，外

資銀行未來必將進入中國和印度等高潛力但監管嚴格的市

場，他們必須掌握零碎的監管變化，同時等待更全面自由

化的來臨。其中一個例子，便是在監管法規和客戶需求的

支援下，現在銀行有機會服務海外印籍人士(non-resident 

Indians)這塊蓬勃發展的市場。

財富管理公司亦須與產業的監管機關密切合作，以跟上可

能的監管變化，並參與相關會談協助確保新措施不會造成

過度限制。財富管理經理人同意，本區的監管很可能進一

步擴大，財富管理公司應盡可能地預測相關效應，並試圖

緩和監管對其公司成長策略之影響。

註：各圓圈的大小代表該財富管理市場在2009年所佔的規模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分析，2009年

圖 12.   亞太區市場區隔（依整體商業環境和監管評分劃分），2009年

55 「打破成規」，《經濟學人》(http://www.economist.com)，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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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幾年內，中國、印度和日本預期將成為全球財富管理淨

成長的主要推手，這幾個國家因此也成為未來十年內全球財

富的最大集中地（見圖13）。雖然日本仍然是本區主要市場

的核心國家，預期印度和中國將展現更高的財富成長率（分

別為~14%和~12%，相較於日本的~7%）。56 中國和印度擁

有本區最高的GDP成長率，仍是長期投資的最佳市場。財

富管理公司若能在這兩個蓬勃發展，但尚未成熟的市場中率

先取得立足之地，便能從絕佳的位置掌握本區未來的商機。

事實上，自2008年起，已有許多全球財富管理公司紛紛入駐

中國或印度，本地銀行和財富管理公司亦瞄準兩項主要商機

擴充其業務範圍：

•		尚未開發的市場潛力

•	創新產品組合及/或新客戶群的潛力

但是，財富管理公司必須徹底瞭解這些推動成長的主因，以

及該如何配合監管制度，才能作出正確的短期和長期決策，

在這個仍充滿挑戰的市場中緊握商機。

在本區，中國擁有驚人的成長潛力。預期該地的富裕人士

人數在2018年底前，將達到2008年的三倍以上。57 但隨著

該國的小型城市擴張和大城市以外地區的財富不斷增加，

富裕人士的地理分佈也將隨之改變。消費和中產階級人口

已經逐漸反映財富分配地貌轉變的事實，到2015年底前，

中國大部分的成長將來自四大城市（上海、北京、廣州和

深圳）以外的地區。58 我們預期富裕人士階級也將有相同

的走勢。

中國的富裕人士人口相對年輕，投資方式亦較為積極。相

較之下，41%的日本富裕人士年齡超過66歲且偏好保守、

低利潤的產品，而僅有2%的中國富裕人士年齡相若。事實

上，47%的中國富裕人士介於46-55歲之間。59 另外，只有

4%的中國富裕人士的財富是經繼承獲得60，日本則佔22%。

中國富裕人士的這些特性，使他們在追求最大報酬率時，

具備相對較高的風險承受度，並顯示該區富裕人士階級的

成長潛力驚人。61

財富管理公司也需利用擴大監管法規之間隔所帶來的

特殊產品商機。舉例來說，由於私人銀行業務將可豁免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簡稱CBRC）近期對高風險資產投資所設的限

制，預期銀行將著重發展相關業務。同樣的，預期部分財

富管理公司將利用信託作為高風險投資的工具，而不是直

接投資於這些高風險產品。62 此情況一個明顯的例子，是

近期一些銀行推出在創業板上市63的股票投資產品，這些

產品具有極為看好的成長前景，若非透過於創業板上市，

富裕人士將難以取得這些產品。

在產品方面，無論目標是保障本金（短期趨勢）64，或是

滿足新富階級的需求和更全球化的投資方式（中/長期趨

勢），這一塊領域都將提供其他重要商機。另外，預期中

國富裕人士在2010年對海外地區的投資配置比例將增加，

從2008年的17%調高到29%。65

印度富裕人士的成長和擴展潛力一樣不容小覷。預期印度

的富裕人士人數在2018年底前，同樣將達到2008年的三倍

以上66，其中大多數是新興富人。和中國相似，在目前的

富裕人士人口中，相對較少是經繼承獲得財富（13%，相

較於日本的22%），且僅有少數年齡超過66歲(9%)，表示

經濟成長有助於富裕人士人口的增加。同樣的，財富亦可

能來自非都會地區。印度目前有8千萬戶中產階級家庭，

其中僅有2千5百萬戶居住在孟買和德里等一級大城市中，

其他多數住在小城市或較偏遠的地區。印度其中51個區域

的市場潛力總合，為四大都市加總的兩倍67，代表未來富

裕人士的財富分佈範圍將愈來愈廣。

56 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09年
57 同上
58  「老化來臨：中國的新富裕消費者階級」，麥肯錫解讀中國 (http://mckinsey.com)，2009年4月
59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理財顧問調查，2009年
60 同上
61 同上

62 「金融機構將成長寄託於財富管理產品」，《中國日報》(http://www.chinadaily.com.cn)，
 2009年8月7日
63 創業板(GEB)是仿納斯達克(NASDAQ)所設計第二板，預期將在今年稍後開始運作，並可望為

投資人帶來良好的成長展望
64 亞太區頂尖財富經理人調查，Barclays Capital，2009年4月
65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理財顧問調查，2009年
66 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09年
67  「印度中產富人日增，影響力難以小覷」，沃頓知識 (http://knowledge.wharton.upenn.edu)， 

2008年7月10日

許多財富管理公司準備
搶先立足中國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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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印度小額匯款重要通告－惠民措施」，印度儲備銀行 (http://www.rbi.org.in/)，2009年7月1日
69 「共同基金進入限制放寬，令理財顧問受惠」，《經濟時報》(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

com)，2009年6月24日
70 「2009-2011年匯款流向展望」，世界銀行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2009年7月13日

71 國家資料：印度和中國，《經濟學人智庫》，2009年8月
72 Tom Burroughes，「即刻掌握印度財富市場商機－新報告」，亞洲財富簡報 
 (http://wealthbriefingasia.com)，2009年3月
73 「印度移民的擴展」－國家特定資料：中東區，海外印度促進中心 (http://www.oifc.in)，
 2009年8月20日資料
74 「海外印度人匯款費用」，呈報予印度儲備銀行之工作小組報告，2006年5月
75  凱捷顧問公司/美林理財顧問調查，2009年

隨著印度過去五年來匯款上限的大幅調升（由2004年每人

25,000美元，調升到2009年每人20萬美元）68，亦提供財富

管理公司進行境外服務的大好機會。另外，印度證券交易

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簡稱SEBI）

近期免除了共同基金經銷商的進入限制，預期將促使許多

公司採取更顧問類型的經營模式，且更加透明化。69

同樣的，海外印籍人士對財富管理公司而言，亦代表著潛

藏著龐大潛力的客戶群：海外印籍人士的存款金額由2008

年12月的361億美元，成長至2009年5月的392億美元70，

而匯款金額則由2008年的490億美元，預估在2013年達到

560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2008年的匯款金額為370億美

元，預估在2013年達到480億美元。71 在印度本地投資佔

海外印度人投資組合15%-25%的前提下，這樣的數據十分

驚人。72 在亞太區之外，中東和北美是海外印度移民人口

最多的地區。73 這兩個地區的海外印度人匯款總額，為亞

太區以外這類匯款金額的近70%。74

結論

財富管理公司應該審慎觀察中國和印度市場的發展，尤其

監管環境的變化，是外國財富管理公司最大的挑戰，許多

公司應該仍感受到本次金融危機餘波的效應，客戶的疑心

也變得更重。

在這些市場成長和自由化之際，儘管監管限制依然會存

在，財富管理公司若想成功獲取市佔率，應該採取漸進式

策略利用富裕人士產品和客群中的個別短期機會，並同時

致力於開發全方位的產品範圍，以便在未來富裕人士人口

成長和發生變化時，能開啟交叉銷售和向上銷售的大門。

精細客戶區隔對於瞭解新興富裕人士客群的特性和需求亦

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中國和印度各區使用多種方言的情況

下。雖然本地公司對客戶的偏好和需求較為瞭解，但印度

和中國的開發仍未普及，財富管理人才相對較為短絀。相

對於國際公司通常擁有的廣泛專業顧問網路，人才短缺對

本地公司較為不利。

財富管理公司必須針對中國和印度制定靈活的方案，以便

在拓展觸角時，能適當的綜合設置中央管理地點和區域分

行。為達成生產力和成長目標，且不致過度增加風險或經

常費用，這樣的靈活性至關重要。若要減輕短期的成本壓

力，可能亦需要採取特殊措施，例如將低接觸、高成本的

活動從交易前台移到中後台，因為在2011年之前，預期中

國和印度富裕人士的投資組合配置不會發生轉向固定收益

和現金/存款之重大改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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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分析，2009年

圖 13.  中國、印度和日本佔全球財富的相對比例，2008年與2018年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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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頂尖財富管理公司－新加坡

商業模式

•  著重發展長期客戶關係

•  策略為利用廣泛的境外專才，來處理境內與本地市場相關的一系列

產品

•  公司瞭解客戶可能與許多服務供應商來往，並認為向競爭公司諮詢

建議的客戶，實際上將更能明確表達自己的需求，並協助公司量身

制定更有意義的產品服務

顧問模式

•  採取團隊方式，表示公司認為單一顧問無法適當瞭解和行銷各項產

品，或是為富裕客戶妥善地管理風險

•  在顧問訓練上砸下重資，目標鎖定加強銷售和溝通技巧，並確保理

財顧問有能力開發符合富裕客戶目標的自訂投資策略

營運模式

•  技術投資的目標，為輔助顧問和發展提供客戶更佳經驗的能力

•  運用技術來確保客戶的投資組合能得到持續監控及分析

•  執行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簡稱SOA，為一服

務套件）以提供更大的業務彈性和更高的效率

案例2：頂尖財富管理公司－印度

商業模式

•  公司從「精品銀行」模式轉向跨階級銷售更廣泛的產品，以便在艱

難的環境中掌握更大的客戶群，並提供更佳的分散風險功能

•  目標為建立緊密的客戶關係，並提供可以滿足所有客戶需求的 

「一站式」服務

•  計劃透過擴大分佈區域達到成長，朝向非都會區域發展

•  如全球私人銀行的營運模式，並利用地區/本地公司所不足的跨國

會計優勢

顧問模式

•  採取團隊模式，提供客戶廣泛的專業人才

營運模式

•  透過利用現有的能力，例如使用資產分配、觸發程式等現有的核心

銀行系統，來尋求掌握規模經濟

•  交易中後台最佳化，協助提高獲利

許多公司已經蓄勢待發，準備善用亞太區財富管理市場中

的多項商機，但要經濟地建立並維持有意義且具附加價值

的富裕人士關係並非易事，尤其是在目前利潤與收益已經

如此壓縮的環境中。

本次金融危機使得富裕客戶的目光變得更加敏銳。他們

期望財富管理公司和理財顧問能夠具備高透明度、易於溝

通、值得信任和能力卓著，同時也希望產品優異和創新。

因此，富裕人士很可能將資產散置在許多服務供應商中。

但是，本區的富裕人士可能很快會開始恢復承擔風險。他

們將在本區尋求分散投資，並為了追求報酬率投資非主流

的產品，提供新商機和提高利潤的機會，尤其是對經驗豐

富的全球性財富管理公司而言。

但是，未來的市場版圖肯定會與危機發生前幾年不同。透

過運用豐富的產品知識和服務，國際財富管理公司最終將

重獲客戶的信任和受託資產，但他們很可能會發現來自地

區和本地公司的競爭要遠甚以往。隨著競爭加劇，整合勢

必無可避免，並出現以強化客戶群和收益為目的的合資公

司。內部成長也是建立企業價值主張，使之能跟隨本區新

興富裕客戶擴展而同步成長的重要途徑。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兩個案例，正好可以展現亞太區財

富管理市場目前的商業、營運和服務模式。

展望未來：

  達到長期與內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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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的研究也顯示未來在亞太區財富管理業中，成

功達到永續和內部成長需要下列四項要素：

1.		經營模式應配合富裕人士市場的需求，無論是現在或是

未來。亞太區財富管理業的商業模式在金融危機前幾年

開始變化。財富管理公司在競爭客戶時，多數選擇進一

步深入零售領域並十分重視交易。現在公司必須調整其

策略重心，相應地將商業模式轉向服務富裕人士。而

在鎖定提高現有富裕人士群體時，財富管理公司也同樣

必須準備好搶攻新興的富裕人士群體和增加其受管理資

產。同時，公司也需要具備有效的成本模式，在服務導

向的業務環境中協助保障和推動利潤和收益，並遵守目

前或未來可能存在的監管限制。

2.		鎖定新的目標市場和群體。如同任何的成長策略，找出

並衡量新市場潛力的大小，然後規劃有效的市場進入策

略十分重要。在亞太區，這意味需要針對潛在的報酬衡

量監管限制和經營挑戰，然後擬定在競爭限制中可實行

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策略。在進入市場之前，或一旦進

入市場之後，公司亦需要深入瞭解並分析其對目前及新

興富裕人士群體和需求的瞭解。這需要對於人口統計、

經濟、政治、監管和投資人偏好的複雜精細分析，才能

針對各個富裕人士群體開發出量身制定但成本合理的方

案。

3.		提供有效的產品組合。至少在短期之內，富裕人士仍會

偏向趨避風險，並且感到投資利潤減少。財富管理公司

目前應該要提供透明且單純、具備廣泛吸引力、或許著

重國內區域的產品服務，給予富裕人士較高的安全感。

然而，公司必須能夠在市場恢復承擔風險時，隨之創新

開發產品，最終提供客戶一系列包括更複雜（且利潤更

高）及全球性產品的服務，同時保有富裕人士期望的透

明度。評估和溝通產品風險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

4.		強化客戶顧問服務。對許多亞太區的財富管理公司來

說，從傳統以交易為主的模式改為偏重諮詢的客戶服務

模式，將是一項重大的轉變。舉例來說，為了減輕風

險，這可能需要以團隊為主的服務模式並提供客戶接觸

專家的管道，費用結構也可能需要相應改變。公司可能

亦須雇用經驗更豐富的理財顧問，尤其是需要協助逐漸

重建客戶的信任和信心，但也必須具備審慎的人才管理

策略。在危機前市道繁榮的幾年中，未經深思且大量的

雇用人力造成企業的經營成本不斷上升，現今低利潤的

環境已無法負擔如此的人才策略。

財富管理公司若能上述這些關鍵因素成功進行佈局，應該

能在吸引和留住亞太區富裕客戶的競爭中佔據優勢，同在

未來建立靈活的經營模式並成就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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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亞太區財富報告》主要研究11個市場：澳洲、中國、香

港、印度、印尼、日本、紐西蘭、新加坡、南韓、台灣與泰國。

這些市場佔整個亞太區域GDP的95.3%。

市場規模模型涵蓋了亞太區內18個國家與區域。我們使用凱捷顧

問公司的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分析模型和研究方法，估算各個

地區財富的成長幅度和規模。此研究方法是在八十年代由凱捷顧

問公司與美林在進行諮詢合作時研發所得。這個模型每年更新，

從宏觀的角度計算富裕人士的金融資產淨值。

這個模型的建立分為兩大階段：首先估計個別國家與市場的整體

財富，其次估計此財富在該國成年人口當中的分佈。國家的整體

財富水準使用了可靠的數據來源，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

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提供之國家帳目數

據。該數據用以確認每年的全國總儲蓄金額，經合併調整後，算

出國家的總資產。由於這部分計算的是金融資產的帳面價值，因

此還必須根據全球股市指數加以調整，以獲得反映富裕人士財富

中持股部位市值的最終數據。在上期報告發行後，本報告中所採

用的歷史數據已更新。

2005年，我們修改研究方法，由只分析年度區域研究結果改為涵

蓋國家的資訊。財富分配的計算基於財富和收入的已知關係。收

入分佈數據是由世界銀行、環球透視公司(Global Insight)、經濟學

人智庫及其他國家的官方統計數字所提供。我們採用計算出的羅

倫茲曲線，將財富分配於各國家的成年人口中。此外，為獲得金

融財富佔總財富的比例數值，我們使用可取的國家統計資料計算

金融財富的價值，再以此結果推算出其他國家的數據。每年，我

們與全球各地許多公司的同仁合作，不斷改進分析模型，剖析國

內政策、財政與貨幣政策長期對富裕人士財富創造的影響。

我們公佈的金融資產財富資料包括私募股權的帳面價值，以及各

種公開報價的股票、債券、基金和存款。這其中不包括收藏品、

消費品、消費耐用品和作為主要居所的不動產。理論上海外投資

有計算在內，但目前僅限於能精確估算進出國境的財產與投資之

相對流量的國家。我們在報告內也納入了未申報的存款。

鑒於過去數年的匯率出現大幅波動（尤其是美元），我們評估了

匯率波動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從分析看來，我們的研究方法相當

健全，匯率波動對研究結果並沒有重大的影響。

此外，我們使用年度平均匯率將各國貨幣折算成美元。在《全球

財富報告》的模型中，財富的計算首先基於過往一百年以來各國

的累積儲蓄。由於在以美元計算累積財富時，是以過往一百年的

時間序列計算，所以一至兩年內貨幣大幅升值影響極小，可以忽

略不計。例如，分析顯示若2008年匯率維持2007年的水準，2008

年全球富裕人士財富只會比報告數字32.8兆美元低0.2%。

本文件所含資訊取自不同來源；我們不保證其正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保證相關分析之正確性或完整性。本研究報告僅供一般發行，亦

僅提供一般參考，任何倚賴本報告內容的人士須自負風險。

我們要感謝下列人士協助本報告的編寫：

凱捷諮詢公司的William Sull ivan、 Ileana van der Linde及

Anjali Rudraraju對本報告的總體指導；Nikhil Shinde、Dhawal 

Jadhav、Vignesh Kumar、Jairo Rios及David Wilson負責進行研究、匯

整與撰寫調查結果並且提供深入市場分析；Colin Flynn、Bhushan 

Joshi、Wayne Li、Martin Lee、Joseph Sim、Arvind Sundaresan以及其

他來自凱捷財富管理業務部同仁的建議與專業知識。此外要感謝

Karen Schneider與Marion Lecorbeiller在全球範圍的持續支持。

美林的Sameer Aurora、Lucinda Horne、Takayuki Inoue、Mona 

Kwatra、Vicki Kwong、Jane Mang、Selena Morris、Prakash 

Muthukrishnan、Angel Ng、Hideki Sakuma、Justin Tan、Gea Hong 

Tho、Phoenney Wang與Sunny Wong提供方向、管道、業界觀

點及研究，以確保重要議題的發展在金融業界受到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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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Hiroyuki Yamamura針對目前的產業趨勢提供專業建議。 

我們感謝數百名來自凱捷公司、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及其他機構的

理財顧問、經理與區域專家，參與我們的調查和訪問，使研究結

果更具有效性，且增加了分析的深度。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以下公司對影響全球財富產業的事件提供深

入探討，參與本次理財顧問調查以及協助富裕客戶的調查的開

展：ANZ Private Bank; Bank Hapoalim; BNP Paribas; BT Financial 

Group (Westpac); Citi Private Bank; Commonwealth Private Bank; Credit 

Suisse Group; Deutsche Bank; Enam Securities; Fubon Financial; HSBC; 

ICICI; JM Financial Services; Kotak Mahindra Bank; Motilal Oswal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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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A：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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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捷金融服務

作為全球著名的管理諮詢、技術和委外服務提供者之一，凱捷(Capgemini)的客戶可使用各種科技進行改革與運作。凱捷透過獨特合作

方案—共同企業經驗(Collaborative Business Experience)，提供深入情勢分析和解決方案，協助客戶充分自由發揮，取得卓越的成效。該

集團同時運用Rightshore®全球服務模式，致力綜合各地精英的才能，以團隊合作的方式為客戶制定最佳的解決方案。凱捷的營運遍及

全球逾30個國家，2008年的全球營收達87億歐元，全球擁有逾9萬名員工。

凱捷的財富管理業務協助公司針對其全球目標市場訂定規模與發展潛力、掌握市佔率、研擬成長策略並且依據市場情勢的改變，調整

經營模式與客戶體驗策略。凱捷亦協助公司從企業與技術角度，提供策略性解決方案並且調整組織架構，使公司的服務專案在業內與

眾不同。 

如欲瞭解更多資訊，請瀏覽：www.capgemini.com/financialservices，

公司當地網頁和我們亞太區策略合作夥伴的相關資訊，請瀏覽： www.capgemini.com/locations/asia_pacific

凱捷亞太區主要辦事處： 

美林亞太區主要辦事處：

北京  +86 10 656 37 388 

清奈  +91 44 6633 1000

香港  +852 3112 3345 

海德拉巴 +91 40 2312 5000

孟買 +91 22 6755 7000

浦那 +91 20 2760 1000

上海 +86 21 6182 2688

新加坡 +65 6224 6620 

雪梨 +61 2 9293 4000

台北 +8862 8780 0909

凱捷公司總部

巴黎 +33 1 47 54 52 00

紐約 +1 212 314 8000 

曼谷  +66 2 685 3548

北京 +86 10 6505 0290

福岡 +81 92 715 0030

香港 +852 2844 5678

雅加達 +62 21 515 0888

吉隆坡 +60 3 2333 2000

墨爾本 +61 3 9659 2222

孟買 +91 22 6632 8000

名古屋 +81 52 217 2900

大阪 +81 6 6344 1258

首爾 +82 2 3707 0400

上海 +86 21 6132 4888

新加坡 +65 6331 3888

雪梨 +61 2 9225 6500

台北 +886 2 8758 3600

東京 +81 3 6225 8300

為亞洲客戶提供服務的主要美國辦事處：

帕莎蒂娜 +1 626 817 6888

舊金山 +1 415 693 5500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Merrill Lynch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是全球領先服務供應商，為全球的個人與企業提供全面的財富管理及投資服

務。美林擁有的理財顧問近16,000位，管理客戶資產總額達逾1.1兆美元，規模在全球同業位居前列。近三分之二的美林全球財富管理

部的客戶屬於擁有淨值一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裕人士。在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內，私人銀行與投資事業群為超富裕人士提供個性化的理財

方案，兼具精品銀行的周全服務以及大型全球金融服務公司的豐富資源。超過150個現財顧問團隊為富裕客戶提供服務，還包括投資管

理、集中持股管理與跨世代財富移轉策略等領域的專家。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隸屬於美國銀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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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進一步資訊，請聯絡：wealth@capgemini.com

有關凱捷的媒體諮詢，請聯絡：

Marion Lecorbeiller, 
電郵：marion.lecorbeiller@capgemini.com; 電話：+33 6 12 73 03 44 (全球) 

Lisa Boughner,
電郵：lisa.boughner@capgemini.com; 電話：+1-702-476-6152（北美）

有關美林的媒體諮詢，請聯絡：
Vicki Kwong,   電話：+852-2161-7746（亞太區）
Selena Morris, 電話：1-212-449-7283（全球）

設計與編輯：ZENITH COLOR COMMUNICATION GROUP INC.

封面圖片：Picturegarden, The Image Bank/Getty Images. 版權所有。

© 2009年美商美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與凱捷顧問公司版權所有。

©2009年凱捷顧問公司與美林全球財富管理版權所有。凱捷與美林全球財

富管理，在此所提及之服務與標誌是個別公司之商標與註冊商標。本報告

所提及之其他公司、產品與服務名稱都為個別公司所屬之商標，使用時無

侵犯商標權之意圖。在未獲得凱捷與美林書面同意之下，本報告任何部分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法進行複製或拷貝。

免責聲明：

本報告僅為一般資訊，並無意向讀者提供、亦不構成專業建議或意見。本

報告並非針對企業特定目標之必要方法或步驟之完整陳述，可能依個別因

素與情況變動。本文僅供參考，僅旨在為讀者提供實用的資訊。本文並未

推薦任何特定的方法，且不得作為因應或解決任何事宜的依據。本文內容

以「目前現狀」為前提。

凱捷與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對於本報告的所有資訊不作任何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