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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的信︰

凱捷顧問公司(Capgemini)與美林全球財富管理(Merrill Lynch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在此榮幸地為	

您獻上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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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年度。在十五

年來成功發行《全球財富報告》的基礎上，我們推出了本年度的《亞太區財富報告》。這兩份報告是我們

兩家公司密切合作的結晶，深入研究影響富裕人士的主要趨勢。

在2010年，隨著投資市場在經歷金融危機的損失後持續復甦，亞太區富裕階層進一步收復失地。事實上，

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數目在2010年已首次超越歐洲，現在人數更直逼北美。亞太區富裕人士所擁有的財富，

早在2009年即超過歐洲，而且在區內新興市場急速成長的推動下，亞太區已成為龐大的富裕人士市場，並

正迅速成長。

因此，對財富管理公司而言，亞太區蘊藏著無限商機，可是當中的挑戰亦不容忽視，尤其是亞太區的財富

大部分都是近期創造的。事實上，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人口分佈比較特別，企業家及超富裕人士這兩個類別

所佔比重甚大，而且不少富豪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富裕人士。

正因如此，亞太區不少富裕人士都需要專業而多元化的服務，但是他們對發展成熟市場上現有的服務範圍

及規模的認識或接觸都甚為有限。此外，為了獲取報酬和保持投資組合的均衡配置，現在亞太區富裕人士

普遍越來越重視較以往多樣化的投資策略。

因應這些情況，財富管理公司必需仔細考慮如何為亞太區富裕人士設計出最能配合他們所需的投資方案。

部分財富管理公司已開始嘗試運用企業價值的作業方式，這種方式是透過發揮公司內部不同業務部門的實

力，以求在迎合客戶需要時脫穎而出。對於為數眾多的財富管理公司來說，這種方式的關鍵在於能否認清

亞太區客戶的獨特需要，同時盡量善用本身在其他區域市場的專業知識。

本年度的報告將會討論亞太區富裕人士的特別需要，以及財富管理公司如何回應他們的需求。一如以往，

本報告亦會詳細分析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人數、財富及資產配置的走勢，也會講述在2010年推動區內富裕人

士成長的一些重要宏觀經濟因素及市場動力。

我們很榮幸能為您獻上本年度的報告，期望我們的分析能為您帶來參考價值。

Michael Benz

亞太區財富管理總裁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

Jean Lassignardie

全球金融服務部	
全球銷售及市場部主管
凱捷顧問公司

亞太區財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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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裕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指持有的金融資產逾100萬美元之人士，其中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消費性產品與耐用消費品。

亞太區富裕階層的人數及財富在危機
後的復甦中繼續成長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市場再度表現理想，並

從2008年危機所造成的倒退持續復甦。2010年區

內富裕人士人數由2009年的300萬人增加至330萬
人，較2007年的人數多出18.3%（見圖1）。

因上述之人數增加，使亞太區成為全球第二大富

裕人口集中地，排名超越歐洲（2010年的歐洲富

裕人士人數為310萬人），並直逼北美（340萬
人）。全球富裕人士人數在2010年增加8.3%，總

人數達1,090萬人。

現時所有地區的富裕人士人數均已回升至危機前

2007年的高位之上，其中以亞太區富裕人口的成

長自2007年來升幅最大，達18.3%，壓倒眾多新興

區域如拉丁美洲（上升 14.2%）、中東（上升

11.3%）或非洲（上升15.3%）。反觀北美和歐

洲，富裕人士人數只較2007年稍微上升（分別上

升2.6%及2.4%）。

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財富在2010年亦連續第二年成

長，增加 12.1%，財富總額達 10.8兆美元（見	

圖2）。雖然成長幅度遠較2009年的30.9%為小，

但仍然使區內富裕人士的財富較2007年的水平高

出14.1%。數字儘管較拉丁美洲18.1%的相對成長

率為低，但卻高於非洲的升幅（上升11.0%）。中

東大致上雖屬新興區域，但當地富裕人士的財富

仍較2007年低0.9%。北美及歐洲富裕人士的財富

亦仍未完全回復至危機前的水平，分別低於危機

前的水平0.8%（財富總額11.6兆美元）及4.4% 
（財富總額10.1兆美元）。以全球計，富裕人士的

財富總額在2010年增加9.7%至42.7兆美元，較

2007年的水平高出4.9%。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 1的人數及財富繼續上

升，進一步超越爆發金融危機前2007年所處的高

水平。

�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數目增加9.7%至330萬

人，現時人數超越歐洲，並直逼北美。區內的富

裕人士人數在2009年已增加25.8%，現時的人數

較2007年即全球金融危機最壞時刻之前的水平超

出18.3%。

�	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財富在2009年已首次壓倒歐

洲，差距在2010年繼續擴大，區內富裕人士的財

富增加12.1%至10.8兆美元，成長步伐較歐洲的

7.2%急速。2010年底富裕人士的財富較2007年

的水平高出14.1%。

�	日本仍是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最大單一集中地，佔

區內富裕人士總數達52.5%，排名其後的分別為

中國(16.1%)及澳洲(5.8%)。然而，2010年上

述三個市場的富裕人數佔區內總數的比重由2008

年的77.4%下降至74.4%。

�	亞太區多國的富裕人口成長高冠全球。在2010

年，全球二十個富裕人口成長最急速的市場中，

有八個來自亞太區，包括香港、越南、斯里蘭

卡、印尼、新加坡及印度。

2010年亞太區富裕階層	
繼續在危機後的復甦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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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亞太區富裕階層繼續在危機後的復甦中成長

圖1.    2007-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人數（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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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sia-Pacific HNWI Population by Market, 2007–2010

(000s)

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數據及所示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與實際總數有異；「其他市場」包括哈薩克、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與越南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11年

圖2.    2007-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金融財富（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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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sia-Pacific HNWI Financial Wealth by Market, 20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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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數據及所示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與實際總數有異；「其他市場」包括哈薩克、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與越南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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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亞太區富裕階層繼續在危機後的復甦中成長

2 中層富裕人士指持有金融資產500萬至3,000萬美元之人士，超富裕人士則指持有金融資產逾3,000萬美元之人士，均不包括其主要居所、收藏品、消費性產品與耐用消費品。

在2008年經歷過財富損失後，亞太區不少市場在

2009年已收復失地，但澳洲、新加坡及印尼到了

2010年才超越2007年的水平，而香港則仍未完全恢

復。2008年香港富裕人士的財富暴挫65.4%，所以

即使過去兩年大幅回升（2010年上升35.0%，2009
年上升108.9%），亦未能完全彌補之前的損失，不

過其財富已接近2007年的高點。

日本和中國仍是最大的富裕人士市場，
但其他市場正迎頭趕上

日本是亞太區富裕人士的龍頭市場，聚居的富裕人

數達170萬人，佔區內富裕人士總數的52.5%。排名

居其後的分別為中國（535,000人，佔16.1%）及澳

洲（193,000人，佔5.8%），和日本差距頗大。亞太

區其他富裕人士市場明顯正不斷成長，特別是發展

中及新興經濟體，以致富裕人士的人口分佈逐漸分

散。2010年，日本、中國及澳洲的富裕人士共佔亞

太區富裕人士總人數的比例由2008年的77.4%下降

至74.4%。

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財富分佈明顯地仍極為集中，主

要由少數人持有（由於這些經濟體仍屬「新興」市

場，故財富的分佈並不廣泛）。隨著這些市場的整

體財富水平上升，富裕人士的人口分佈日漸擴大和

分散理應是自然的趨勢，但是在2010年，中層及超

富裕人士擁有接近50%的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但

其人數只佔區內富裕人士總數不到10%。2

2010年，亞太區部分市場的發展趨勢如下︰

 �香港的富裕人士積極追求報酬的投資態度廣為周

知，他們對股票及不動產投資的偏好，是於2007
年開始的動盪時期中，導致該兩類資產表現崩盤

及其後復甦的原因。香港富裕人士的財富繼2009
年巨幅回升108.9%後，在2010年再大漲35%，但

是由於在2008年重挫65.4%，所以即使過去兩年財

富大幅回升，亦未能回復至2007年的高點之上，

不過在2010年已回升至接近2007年的水平。

 �其他成長市場如新加坡、印度及中國，在宏觀經

濟成長強勁（從國民收入總值及國民儲蓄等指標

可見）以及市場表現（特別是股票及不動產）的

推動下，其富裕人士的人數及財富同時上升。

	� 發展較成熟的市場如澳洲和日本，不論是金融市

場、經濟及富裕人士發展趨勢，復甦的步伐都較

為溫和。

在2010年，全球二十個發展最迅速的富裕人口中，

有八個為亞太區市場，包括香港、越南、斯里蘭

卡、印尼、新加坡及印度。預料日後亞太區仍會是

多個全球富裕人口成長最迅速的來源地，但成長的

步伐將大大取決於新興市場宏觀經濟發展趨勢以及

成熟市場的需求動力。

展望未來，推動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成長的多個主

要資產類別，特別是不動產及股票市場，前景仍未

明朗（見下一章「2010年回顧」）。此外，各國政

府所面對的種種挑戰，有可能阻礙未來數年的經濟

發展。



72011年亞太區財富報告

3 除另為說明者外，所有宏觀經濟數據及預測均以2011年1月、2月及3月的經濟學人智庫區域及國家報告為依據。

� 2010年亞太區（日本除外）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成長8.3%，較

2009年的升幅4.2%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區內新興市場在2010年帶領全球經濟走出衰退，內需、工業產量及

出口均呈升勢，當中以中國、印度及印尼的成長最為顯著。

� 日本經濟在2010年亦重拾成長，從2009年萎縮5.2%回復至成長4.0%。可是，日本經濟的前景並不明朗，

市場繼續面對2011年3月發生的大地震及核災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日圓升值及潛在通貨緊縮的問題。

� 2010年國際資金大舉湧入亞太區，區內經濟體表現強勁是吸引投資人的原因。資金湧入一併帶來了經濟過熱

的憂慮，並促使區內部分政府以壓抑通貨膨脹為理由開始升息。此外，熱錢湧入亦導致區內多種貨幣對美元

升值。

� 在投資意願及原材料需求熱切的推動下，2010年亞太區股票、不動產及其他市場表現走強。區內股票市場的

市值上升了19.2%，中國、香港及新加坡等市場的不動產價格飆升，更觸發資產價格泡沫化的憂慮。

� 隨著亞太區經濟體消化政府撤回財政及貨幣刺激政策的影響，加上通膨上升、產能受限，以及因外資大舉流

入導致宏觀經濟失衡，預料2011年及2012年亞太區經濟成長將稍為降溫。因此，2011年及2012年亞太區	

（日本除外）的GDP成長預期將分別回落至6.9%及6.8%。

2010年回顧	
3

2010年亞太區蓬勃發展，推動全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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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回顧︰2010年亞太區蓬勃發展，推動全球成長

2010年亞太區新興市場推動經濟成長

在2010年，中國、印度及新加坡等經濟體的內需強

勁，貿易續增，推動亞太區（日本除外）GDP成長

達8.3%，較2009年高出接近一倍。2010年亞太區的

成長率為全球最急速的區域成長率，在發展成熟區域

的經濟僅呈溫和成長之際，引領全球GDP上升3.9%
（見圖3）。

中國和印度是過去兩年亞太區表現最穩健的成長引

擎，而在2010年亞太區所有主要經濟體也呈正面成

長，包括於2009年經歷經濟萎縮的香港和日本。新加

坡的GDP在2009年萎縮2.0%後，在2010年回復成長

14.8%，是亞太區整體經濟動力的最明顯例子，這股

動力因區內大幅增加工業生產以應付需求不斷上升而

形成。另外，各地政府原本為緩和全球金融危機的衝

擊而推出的財政及貨幣刺激政策，繼續使多個經濟體

獲益。

日本GDP在2009年萎縮5.2%後，在2010年回復成長

4.0%。然而，預料日本短期內的GDP會受2011年3月
發生的大地震及核災的影響所拖累。該次地震為近數

個月區內主要經濟事件（見圖4）之一，對工業及生

產設施造成大型破壞，嚴重打擊了日本經濟的供給

面。另外，日本經濟也要面對日圓升值及通縮持續的

影響。日本政府已因此採取多項貨幣及財政政策，以

期振興經濟。

紐西蘭於2011年2月亦發生嚴重地震。相對於其他發

展成熟的經濟體，紐西蘭安然度過了全球金融危機的

衝擊。在農產品出口（特別是輸往中國）成長強勁的

帶動下，2010年紐西蘭經濟有1.7%的成長。然而，地

震後的重建開支有可能進一步加劇該國的財赤，拖累

經濟成長。

澳洲亦從金融危機的初期影響中迅速復原，主要是由

於其礦產業表現強勁，輸往中國及印度的大宗商品數

量上升。

全球工業生產重拾動力，帶動亞太區出口量回升

中國及印度等市場的強勁內需，加上部分工業化經

濟體的生產活動回升，刺激亞太區2010年的出口表

現，區內貿易尤其強勁。中國是最大出口國，2010
年其出口額達14,555億美元，其他主要出口國包括

日本（7,422億美元）、新加坡（3,909億美元）及

印度（2,630億美元）。

2010年日本的出口上升24.2%，部分源於中國進口

需求持續上升。儘管印度政府為了遏止食品價格上

升而曾經短暫禁止出口若干食品，但2010年印度的

出口仍增加13.3%。紐西蘭出口成長3.0%，部分原

因是中國及印度等新興市場需求上升刺激了食品及

乳品的貨運量。2010年台灣出口急升25.6%，中國

仍是其最大海外市場。

明顯可見，雖然亞太區的出口及區內各國的出口貿

易往來表現強勁，但去年亞太區多個發展中經濟體

貨幣升值，令區內出口國的競爭力不免受到一定的

影響。

2010年國民儲蓄率上升，個人消費及政府開支

均顯著增加

2010年，亞太區（日本除外）國民儲蓄佔GDP的比

例總計上升了1.8%，當中台灣及新加坡的升幅最

大，分別為16.2%及11.1%。2010年亞太區（日本除

外）整體國民儲蓄率達39.3%，比率繼續高踞全球，

最近更由於政府撤回財政刺激措施及央行開始升

息，以致儲蓄率又再上升。

亞太區（日本除外）的個人消費亦於2010年大幅上

升10.0%，主要由中國、印度及印尼的強勁內需所主

導。亞太區新興國家的本土經濟穩健，加上為了保

持經濟成長不受危機影響而實施的財政刺激政策產

生連鎖效應，令該等國家的消費者收入增加。亞太

區各地的消費信心已明顯回復，但日本卻因日圓升

值而阻礙消費信心回升。日圓走強已造成通縮的問

題，並可能會為工業帶來更多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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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回顧︰2010年亞太區蓬勃發展，推動全球成長

圖4.    2010年及2011年首季亞太區經濟大事

印度︰雖然年內通膨高達
12.0%，2010年實質GDP
仍成長9.1%。

澳洲︰2010年實質GDP成長
2.8%，主要由輸往中國及印度
的大宗商品出口所帶動。

日本︰2010年實質GDP成長4.0%，但受
2011年3月發生的地震及其後觸發的核危
機所影響，預期成長會減慢。

紐西蘭︰安然度過經濟回落
時期，2010年成長1.7%，但
2011年2月的地震帶來負面
影響。

印尼︰2010年實質GDP成長6.1%，為東
南亞最大經濟體之一。然而，印尼最大出
口貿易夥伴日本的近期事故，有可能對印
尼經濟造成不利影響。

穩健的經濟體 受影響的經濟體

中國︰2010年實質GDP成長
10.3%，但過分側重以出口為主
導，導致經常帳出現大額盈餘。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經濟學人智庫國家報告，2011年3月

圖3.    2008-2010年實質GDP成長率（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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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al GDP Growth Rates, 2008-2010

(%)

a 「亞洲新興經濟體」、「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及「亞洲工業化經濟體」的分類是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經濟學人智庫，2011年3月（相對於上年的實質GDP變動率）



10 2011年亞太區財富報告

2010年亞太區（日本除外）的政府開支亦顯著上升

9.1%，達1.2兆美元，原因是各地政府繼續增加開支

以支持經濟復甦。然而，短期內區內多個政府有可能

奉行削赤減債的政策（「改善財政體質」）。

2010年資金大舉流入亞太區，引發過熱
憂慮

2010年亞太區經濟的強勁表現吸引投資人垂青，區內

多個市場游資充斥追尋收益。事實上，根據世界銀行

(World Bank)的數據所顯示，2010年投資人注入東

亞及太平洋區4	的資金較2009年多出接近960億美元

（見圖5），使東亞及太平洋區的私人及政府股本與

債券資本淨流入達2,870億美元。

資金流入上升帶動區內股市上揚。印尼股市市值上升

67.7%，成為市值成長率最高的市場之一，而其他多

個股市亦因外資流入而水漲船高（見圖6）。但是，

外資流入亦引發過熱的憂慮，促使部分政府開始採取

行動維持宏觀經濟穩定。

其中最明顯的，是多個新興經濟體的政府均以壓抑通

膨防止物價及工資飆升為理由，在2010年開始升息。

相反，大部分成熟經濟體的央行則維持低息政策，以

確保經濟能穩步復甦。

資金流入亦是2010年亞太區貨幣普遍升值的原因。截

至年底，區內多種貨幣兌美元均呈升勢，日圓升

13.8%，馬來西亞林吉特升11.5%，泰銖升10.9%，新

加坡幣升8.9%，紐西蘭元升5.9%，印尼盾升4.7%，

以及印度盧比升3.5%。

雖然貨幣按此幅度升值提升了國民的購買力，有助推

動內需及經濟成長，但同時亦削弱了出口國的競爭

力。因此，各國政府對貨幣升值的態度將視乎宏觀經

濟的優先考量而定。例如中國一直被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及外界批評為了增強本身在貿易的競爭力而刻意壓

低人民幣匯率。儘管如此，人民幣在2010年也升值了

3.4%，而且中國現在也似乎變得較願意放手讓人民幣

升值，以配合經濟成長及抗衡輸入型通膨的影響。而

其他國家的政府應該會容許貨幣升值，藉此阻遏外資

大舉流入和打擊輸入型通膨。

2010年股票、不動產及其他市場表現理
想

2010年，亞太區多個投資市場在國內、區內及海外投

資意願刺激下紛紛有所表現，雖然比起2009年出現的

大幅反彈，2010年的升幅普遍較為溫和。受投資人追

求報酬所帶動，股票及其他多種金融工具表現上揚，

不動產價格彈升，惟各地表現參差不齊。新興經濟體

工業活動旺盛，對原材料需求殷切，引發大宗商品價

格上升。

以下是對財富變化有重大影響的市場明顯趨勢︰

�	亞太區股市市值在2010年成長19.2%，達17.4兆美

元，接近2007年所處的危機前水平，較歐洲、中東

和非洲市場規模高出13.7%。2010年下半年亞太區

新興國家股市市值的成長速度更為急速，達	

23.8%，雖然在上半年曾一度下跌4.9%。2010年亞

太區股市的交易量亦見增加，扭轉了2009年的走

勢，反映區內市場交易量普遍上升。

�	2010年亞太區不動產市場整體繼續復甦，但價格升

幅各地不一。礙於部分市場的不動產貸款問題仍未

清除，以及憂慮區內其他市場的政府可能採取措施

防止資產泡沫，因此不動產市場前景仍不明朗。區

內各地的不動產價格走勢迥異，這從多個市場的住

房價格表現不一的現象可充分反映。從實際情況可

見，2010年香港住房價格上升19.5%，東南亞多國

亦普遍上揚，但日本及紐西蘭的住房價格卻下跌。

南韓的住房價格亦下滑0.3%，促使南韓政府開始解

除在2009年為了抑制住房市場的初期泡沫跡象而實

施的管制措施。

�	在亞太區新興市場消費者及工業生產國如中國和印

度需求旺盛的刺激下，2010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普

遍上升。在歐債危機、中東政局動盪以及日本地震

等波動時期，部分投資人亦買入大宗商品作為低風

險的另類投資保障。

4 「東亞及太平洋區」是世界銀行在其「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所採用的區域性分組。屬於該分組的國家包括中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越南。

2010年回顧︰2010年亞太區蓬勃發展，推動全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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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2008-2010年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全球資金

（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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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Global Capital Inflows into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8-20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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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數據及所示之百分比加總後可能與實際總數有異；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東亞及太平洋區」的市場包括中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及越南；
「歐洲及中亞地區」的歐洲國家包括歐洲發展中國家以及克羅埃西亞及烏克蘭等市場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全球經濟展望」，世界銀行，2011年1月

圖6.    2008-2010年股市市值的變動率（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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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包括的交易所如下︰印尼（印尼證券交易所）、泰國（泰國證券交易所）、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證券交易所）、印度（孟買證券交易所）、中國（上海及深圳證券交易所）、
新加坡（新加坡交易所）、南韓（韓國交易所）、台灣（台灣證券交易所）、香港（香港交易所）、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澳洲（澳洲證券交易所）；未能取得2010年紐西
蘭股市市值的比較數據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世界交易所聯合會，2011年1月；「全球經濟展望」，世界銀行，2011年6月

2010年回顧︰2010年亞太區蓬勃發展，推動全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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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價格在 2010年漲升 27.7%，於年底達每盎斯

1,410.3美元的歷史高位，這是由於在社會及經濟局勢

動盪時期，如中東地區爆發連串民變期間，避險基

金、散戶投資人以至各地央行均極力分散投資風險，

尋找資金避風港，以致黃金需求上升。於2010年1月
至10月，中國進口的黃金達209.7公噸，而2009年全年

亦不過是45公噸。在2010年，單單是印度的消費市

場，黃金的需求已達963.1公噸。

白金價格上升了18.1%，至年底達每盎斯1,731美元。

全球汽車業對白金需求重燃，加上農業設備及其他非

道路的廢氣排放標準轉趨嚴格，都是刺激白金需求的

原因。（例如：白金和鈀金用於製造汽車零件，包括

為減低廢氣中的有害物質而設的催化轉化器。）

銀價在2010年因全球的龐大需求而上升80.3%，表現

領先大部分資產類別。在多種工業的生產過程中都需

要使用到銀，例如電子、太陽能發電、水質淨化處

理，以及珠寶製造。綠色能源市場的投資與日俱增，

故此全球太陽能電池板和混合動力車對銀的需求亦勢

必提升。除了工業用途的需求外，銀也是不錯的避險

工具。因此，2010年中國的銀淨進口量增加了差不多

三倍，達3,500公噸有餘，預料2011年印度和中國對銀

的需求還會繼續上升。5

隨著亞太區經濟活動蓬勃發展，消費市場暢旺，油價

在2010年底達到每桶91.4美元的水平。在2011年首

季，由於中東地區政局不穩，油價繼續拾級而上，突

破每桶100美元的心理關口。往後油價若繼續攀升，

將會使通膨進一步惡化，有可能破壞亞太區的經濟成

長。

各種挑戰有可能阻礙亞太區2011年的經
濟發展

在2011年及2012年，預期亞太區（日本除外）會繼續

擔當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但產能限制漸趨嚴格有

可能拖慢成長步伐，使2011年及2012年的GDP成長預

測分別維持於6.9%及6.8%，並可能在2011年及2012年
使全球GDP成長預測局限於3.2%的水平。

2011年及2012年亞太區急速發展國家的工業生產

成長亦有可能較2010年減慢，因為部分政府開始

奉行為削赤減債（改善財政體質）而制定的政

策，甚至不惜犧牲經濟成長。

利率上升的趨勢亦應無可避免，因為央行正竭力

遏制通膨壓力，而其中食品及燃料價格急漲的情

況在發展迅速的新興經濟體最為嚴峻。核心通膨

率亦由於結構性因素及產能限制而居高不下。中

國為了打擊輸入型通膨，已放寬人民幣升值，這

將有助中國降低其進口食品及燃料的價格。印度

亦因原油及糧食價格上升而導致通膨持續立於高

點。

結論

亞太區的經濟復甦有兩大動力，一是以中國及印

度為主的內需，二是台灣、新加坡、印尼、紐西

蘭、日本及澳洲的出口成長。強勁的經濟動力在

2010年吸引已開發國家的資金大舉流入，導致大

宗商品及資產價格上揚，對區內貨幣形成升值壓

力。區內央行先後採取貨幣及財政緊縮措施對抗

通膨壓力，這些措施導致利率上升，並有可能在

2011年阻礙經濟成長。同一時間，油價持續攀

升、中東危機以及日本地震的後續影響都為區內

經濟持續成長增添憂慮。

從更廣的層面看，亞太區發展迅速的新興經濟體

與全球成熟市場在宏觀經濟上的分野，自金融危

機後日漸擴大。不論是前者或後者，在往後的日

子也有本身的經濟及結構性問題需要面對，而且

在撤回危機相關的刺激經濟措施後，各國的經濟

不只將失去政策支持，同時還要應付通膨壓力。

無疑，由現時至2012年或往後更長時間，亞太區

將會繼續推動全球成長，但亞太區各國政府為了

壓抑通膨、管制外資流入及防止資產泡沫而採取

的行動，肯定會影響經濟成長的步伐。

5 Sahit Muja︰「金屬︰2011年中國和印度對銀的需求勢將增加三成」，wsj.com，2011年5月1日。

2010年回顧︰2010年亞太區蓬勃發展，推動全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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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不動產和股票配置仍佔亞太區富裕人士投資中的最大比重。亞太區富裕人士持有的資產中，不動產佔

27%，遠高於19%的全球平均水平。股票則佔26%，明顯低於33%的全球平均水平。固定收益金融工具的

配置由20%增至22%，但仍遠低於30%的全球平均水平。現金／存款的配置維持於22%不變。

� 和亞太區其他市場相比，日本富裕人士的投資態度仍較保守。儘管全球股票價值回升，日本富裕人士的股票

配置仍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19%對比33%）。他們持有的固定收益投資比重高於區內平均水平（25%對

比22%）。同時，2010年日本富裕人士的現金／存款配置佔總資產的比例為29%，遠高於區內其他富裕人

士的配置水平(16%)。

�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仍主要投資於本區市場，儘管投資比重由64%減至57%。富裕人士的所有資產

中，持有的北美資產由去年佔19%升至25%。馬來西亞、中國、印度的本區投資比重仍維持於約85%的高

水平，反觀日本富裕人士的投資組合在地理分佈上則遠較為分散。

� 預期2012年亞太區富裕人士於股票和固定收益的配置比重將較現時更高，分別增至31%及26%。隨著富裕

人士的風險胃納增強，以及預期可維持穩定的現金流，不動產及現金／存款的配置比重預料將進一步下降。

至2012年，由於預期亞太區富裕人士將轉向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以尋求較高報酬，故此他們應該會減少北美

資產的配置。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繼續偏好	
股票和不動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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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繼續偏好股票和不動產投資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在穩定性和報酬
兩者的需求之間尋找平衡點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投資偏好，與當前區內富

裕人士慎選投資產品的態度一致，即是在投資組合

中，報酬穩定的資產和具有較高報酬潛力的資產各

佔一定比重。

2010年富裕人士的資產配置充分表明，儘管金融危

機消退，亞太區富裕人士對市場的信心也日漸恢

復，但他們的投資態度仍然審慎：

� 不動產和股票近年在亞太區呈現極高報酬率，但

波動性亦甚大，2010年兩者在亞太區富裕人士的

總資產中共佔53%（見圖7）。

� 固定收益配置被視為風險較低，所佔比重由2009
年的20%增至22%。

� 同時，現金／存款配置仍高於全球平均水平（22%
對比19%），主要是因為亞太區富裕人士喜愛該類

資產之高流動性，儘管其報酬率追不上區內通膨

率升幅。

� 另類投資僅佔亞太區富裕人士整體資產的3%，而

外匯是該類資產中最熱門的類別（佔所有另類投

資的26%），遠高於15%的全球平均水平。一如大

部分投資人，亞太區富裕人士會買入外幣，特別

是經濟成長前景強勁的國家之貨幣，以尋求收

益。

從市場水平清楚可見，由於日圓兌美元大幅走強，

日本富裕人士的外匯配置佔整體另類投資的比重達

34%，遠高於區內平均水平。日本持續多年的極低

利率環境，令外匯產品在當地格外受到歡迎。	

另類投資中配置比重次大的為結構性產品(24%)，

而區內富裕人士的避險基金配置比重僅為16%，遠

低於全球相對平均水平(24%)。避險基金在成熟市

場較為普遍，如香港(25%)和新加坡(19%)，但總

體上亞太區投資人可選擇的避險基金較少，以致該

類資產的配置整體偏低。

圖7.    2007-2012年亞太區富裕人士金融資產分佈（2012年為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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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08年、2009年、2010年及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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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繼續偏好股票和不動產投資

不動產投資仍為亞太區富裕人士投資策略的重要

部分

許多亞太區市場的投資產品選擇不如成熟市場般豐

富多樣，故此亞太區富裕人士長期以來都偏好不動

產投資，包括實體的不動產項目和其他不動產類資

產如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作為重要的投資

工具。因此，亞太區富裕人士持有的不動產類資

產，比例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2010年為27%對比

19%）。然而，日本及香港的富裕人士可選擇的投

資產品範圍相對較廣，這可能是該等市場的不動產

配置比例為區內最低的原因之一（見圖8）。

亞太區大多數富裕人士的不動產投資中，住宅類不

動產的佔比最大。亞太區（日本除外）住宅類不動

產的平均配置比重達51%，儘管較2009年的60%下

降。區內不動產市場表現不均，富裕人士的配置也

各不相同。例如中國富裕人士的不動產投資中，住

宅類不動產所佔的比重達70%，在南韓僅為27%，但

南韓富裕人士的商用不動產配置比重卻高達44%，

較平均水平33%為高。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

士的不動產投資中，商用不動產的配置佔37%，	

比例高踞全球，日本富裕人士的商用不動產配置比

例也高達29%，高於27%的全球平均水平。

中國於2008年底推出貨幣刺激政策抵抗金融危機的

影響，為投資市場帶來大量流動資金，中國的不動

產市場受益最大。儘管市場基本面存在不穩定因

素，而且資產泡沫化的憂慮不斷加劇，但政府主導

之貸款最終為不動產的交易、開發及投機活動提供

了所需的資金。相反，澳洲以大宗商品為主導的經

濟正蓬勃發展，其成熟健全的不動產市場被視為外

資的安全港，因而呈現出資金流入尋找優質投資的

趨勢。

在亞太區，有供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的市

場不多（主要為日本、新加坡、香港及澳洲），因

此區內富裕人士的REIT配置比例普遍偏低。然

而， 2 0 1 0年日本富裕人士的整體不動產投資

中，REIT的比重達23%，高於15%的全球平均水

平。此外，不少亞太區的其他市場也可能相繼推出

REIT，例如中國期望透過REIT作為直接投資於不

動產以外的選擇，藉此提供另一個渠道去消化不斷

推高不動產價格的市場需求。

圖8.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金融資產分佈（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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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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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資產的配置比例仍為最高，但已較
2009年下降

縱觀全球，富裕人士基本上以本區市場為投資首

選，其次為北美市場。亞太區富裕人士亦不例外，

但2010年他們的本區資產配置由2009年的64%減至

57%。在2008年，金融危機令投資人較傾向於本區

投資，當時本區資產的配置比例由2007年的53%升

至67%。由此可見，2010年的比例反映了之前回流

至本區的投資正逐步重投北美市場，富裕人士的整

體資產中，北美資產的比例已由2010年的19%升至

25%。

然而，美國投資市場要到了2010年底才相對變得具

吸引力。這是歸功於聯準會在9月推出的貨幣寬鬆政

策，促使投資人轉投股票等較高收益的資產，以及

美國政府於12月推出新的財政刺激方案，增強了投

資人的信心，而與此同時也有跡象顯示消費者開支

回升。據全球新興市場投資基金研究公司（EPFR 
Global）估計，在12月份僅三個星期內，全球各地

的投資人在美國股票基金市場注入資金達220億美

元。

2010年，日本富裕人士投資的地域分散程度為區內

最高，41%配置於亞太區，31%配置於北美，11%於

歐洲，14%於拉丁美洲（見圖9）。以上比例表明，

日本投資人直接和間接投資海外資產的由來已久。

馬來西亞富裕人士的投資地域分散程度最低，本區

資產配置則佔86%。

股票仍是富裕人士的主要投資選擇

股票是亞太區富裕人士的重要投資工具，在區內極

為普及而且發展成熟，但區內富裕人士配置於股票

的整體比例(26%)仍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2010年
為33%）。	

股票投資人近年經歷股市動盪，亞太區許多市場在

2008年遭受巨大損失，於2009年才大幅回升。至

2010年底，亞太區股市市值回復至17.4兆美元，但

仍未及危機前在 2 0 0 7年所達的高位 1 7 . 9兆美

元。2010年富裕人士的整體股票配置比例與2009年
相比變化不大（26%對比27%）。然而，股票配置比

例無甚變化的現象並未反映出投資人強烈的潛在購

買意願，實際上投資人看準一些在金融危機後評價

仍然過低的股票，逐步逢低買入，以期獲利。

富裕人士對股票的偏好亦因市場不同而各異，並取

決於當地市場環境（包括是否有其他投資選擇），

以及投資人的投資情緒。事實上，亞太區的總體數

據未能反映部分市場的富裕人士大量投資於股票的

真實情況。譬如在2010年，中國富裕人士的股票配

置比重達42%，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及日本(19%)

的水平。印度及南韓富裕人士的股票配置比重約為

三分之一，亦遠高於日本。	

雖然和大部分市場相比，日本富裕人士更為保守，

但在該國長期（逾10年）的低利率環境中，日本富

裕人士已慣於在可接受的風險下尋求較高收益。日

本市場發展成熟，可供富裕人士選擇的投資產品種

類豐富，因此，日本富裕人士可選擇普通股票以外

的多種投資工具，包括較複雜的結構性產品。2010
年日本富裕人士的另類投資配置中，結構性產品佔

26%，高於22%的平均水平。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繼續偏好股票和不動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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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至2012年，亞太區富裕人士有可能
加碼股票及減碼不動產

未來幾年，預期亞太區富裕人士將繼續在高收益和

穩定報酬中尋求平衡，因此投資布局將持續出現調

整。

至2012年，區內富裕人士的股票及固定收益配置有

可能增加，分別由26%增至31%和由22%增至26%，

同時將所持有的現金／存款比例由22%降至17%（見

圖7）。考慮到不少亞太區市場的樓價不斷攀升並即

將出現重大調整，預期區內富裕人士將降低不動產

配置（2012年降至20%）。

同時，預期亞太區富裕人士會將北美資產的配置減

至22%，主要因為他們轉投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以

尋求報酬。另外由於亞太區富裕人士期望分散區域

投資風險，甚至分散投資至成熟市場，故此歐洲資

產的配置比例亦有可能回升。預期本區資產的配置

將維持於57%。

圖9.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資產配置區域分佈（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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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繼續偏好股票和不動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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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偏好奢侈收藏品及	
珠寶、寶石及鐘錶類資產

奢侈收藏品（如豪華汽車、遊艇及飛機）仍為2010年亞太

區富裕人士嗜好投資中最主要的類別，比重達30%，與全

球富裕人士持有奢侈收藏品的比例29%一致。

豪華汽車廠商銷量成績突出，反映富裕人士在這方面的花

費增加。例如賓士(Mercedes-Benz)表示2010年中國（包

括香港）的銷量躍升112%，而法拉利(Ferrari)則表示

2010年的中國銷量比2009年大幅增加近50%，為表現最好

的一年。法拉利亦稱，「大中華區」（包括香港和台灣）

現時已成為其五大國際市場之一。

在經濟及和文化上，珠寶、寶石及鐘錶對於亞太區富裕人

士仍具相當吸引力。2010年亞太區該類資產的整體配置比

重由2009年的23%升至24%，全球平均比重為22%。鑽石

市場方面，高級鑽石的需求主要來自俄羅斯及中東，但中

國及其他亞太區投資人的需求亦迅速成長。6	 正如在2010
年佳士得國際精緻及稀有名錶拍賣會上，有報導指「亞洲

國家的買家人數呈倍數增長，主要來自中國及香港」。

在新加坡及印度，珠寶、寶石及鐘錶的配置比重最高（分

別為41%和37%），為嗜好投資中的最大類別，相比之

下，奢侈收藏品在新加坡及印度的比重較低，分別佔6%
和21%（見圖10）。	

亞太區富裕人士的嗜好投資中，藝術品的持有比例與全球

水平相比明顯較低（18%對比22%），且較2009年區內的

比例22%有所下降。然而，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所有嗜好投

資中，藝術品最常用作金融投資工具。事實上，37%的顧

問表示，他們的富裕客戶投資於藝術品主要是基於其升值

� 2 0 1 0 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嗜好投資

（investments of passion）需求上升，

在全球衰退中受影響低於成熟市場的新興

市場尤甚。分散投資組合風險成為推動亞

太區富裕人士對該類資產需求上升的強大

動力。

� 2 0 1 0年奢侈收藏品為最熱門的嗜好投

資，在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整體嗜好投資中

佔 3 0 %。 其 次 為 珠 寶 、 寶 石 及 鐘 錶

(24%)，該類別作為抵禦通膨及貨幣風險

的保值工具，以及出於審美和文化追求而

繼續受到熱捧。

� 亞太區嗜好投資的買家人數整體上呈倍數

增長，中國、印度、新加坡及香港富裕人

士2010年在嗜好投資市場表現尤為積極。

例如據報指在佳士得紐約拍賣會上，中國

買家競投多種拍賣品，包括印象派、現代

及亞洲藝術，以及歐洲裝飾藝術品和室內

陳設。

2010年亞太區不少富裕人士	
運用嗜好投資分散投資風險

6 Koncept Analytics，「全球寶石及珠寶市場報告」，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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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亞太區不少富裕人士運用嗜好投資分散投資風險

潛力，而24%的顧問表示，富裕人士投資珠寶、寶

石及鐘錶也出於同一道理。印尼、澳洲及新加坡富

裕人士的藝術品持有比重為區內最高，分別為34%、	

28%及26%。

雖然2010年藝術品的整體持有比重下降，但亞太區

買家在全球市場的動向備受矚目毋庸置疑，他們持

有的藝術品總值更可能高於2009年。據廣泛報導，

中國的新貴一族為世界各地畫廊及拍賣行的主要競

投者及買家，且特別熱衷於購買國內藝術家的作

品，以致供應銳減。例如在2010年4月，中國當代藝

術家劉野的作品「金光大道」以245萬美元成交，接

近拍賣前估價的三倍。報導指中國買家對歐洲藝術

品及美術品亦需求甚殷，在2010年底由紐約主要拍

賣行舉行的拍賣會上，中國收藏家踴躍競投多項拍

賣品。

另外，其他收藏品（例如葡萄酒、珍稀錢幣等）在

亞太區富裕人士嗜好投資中佔18%，與藝術品的比	

重相當，該比例亦高於2009年的14%，以及15%的

全球平均水平。中國買家對該類別的購買興趣亦甚

為濃厚，對中國工藝品亦如是。	

亞太區富裕人士對國外體育投資的興趣日增，體育

投資在整體嗜好投資中的比例由2009年的8%略升至

2010年的9%。例如在2010年底，印度禽業公司

Venky ’s集團成功收購英國足球隊布萊克本流浪者

(Blackburn Rovers)。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亦達成

其他數宗體育投資交易。

嗜好投資因其欣賞價值和升值潛力而受富裕人士青

睞。然而，由於亞太區富裕人士可選擇的投資產品

較成熟市場少，因而更傾向於投資有形資產，但他

們對分散投資風險及流動性的追求亦同樣殷切，而

且自金融危機以來更甚。因此，嗜好投資應會繼續

成為亞太區富裕人士資產配置的重要部分，購買興

趣亦將隨著富裕人口不斷膨脹而增加。

圖10.    2010年亞太區富裕人士嗜好投資的資產配置（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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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他」包括會籍、槍支、樂器等
b 「體育投資」包括球隊、帆船、賽馬等
c 「其他收藏」包括錢幣、葡萄酒、古董等 
d 「奢侈收藏品」	包括汽車、遊艇、飛機等

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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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業價值︰企業發揮各個業務部門的實力以於滿足客戶需要而脫穎而出的能力。

急速成長的亞太區富裕階層為財富管理
公司提供巨大發展潛力之餘，也帶來獨
特的挑戰

近年來，亞太區富裕人士數目及財富的成長速度均

高於全球平均水平，主要動力來自區內部分市場的

急速經濟成長、高儲蓄率，以及不動產及股票市場

整體的強勁表現。而在金融危機時期，全球發展最

成熟的經濟體所受的打擊最大，與這些經濟體的富

裕人士相比，亞太區富裕層階的復原能力顯得較

強。	

過去十年，印度和中國的經濟持續急速成長。這證

實了在2001年提出的預測，即全球經濟重心將逐步

由G7成熟經濟體轉移至新興國家──特別是金磚四

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及中國）。

此外，良好的經濟環境及人口分佈趨勢，都有利亞

太區財富在未來幾年繼續大幅成長。如果表現繼續

領先，亞太區將有條件成為全球最大的富裕人士市

場。

財富管理公司仍需克服挑戰以把握在亞太區的發
展潛力

對財富管理公司來說，亞太區無疑蘊藏著重大的發

展機遇。亞太區富裕人士對理財服務的需求增加，

除了經濟發展及人口趨勢這兩個成因外，監管制度

的改革也意味著多個亞太區市場（包括印度及中

國）對外國金融機構及資金的態度越趨開放。此

外，發展已上軌道的市場如新加坡及香港，都以國

際金融中心為定位，吸引了其他地區及亞太區其他

市場外資大舉流入。

� 亞太區富裕人士中有兩類人士所佔的比重甚

大：企業家及超富裕人士。這兩個類別的富裕

人士均需要高度專業及多元化的服務──尤其

是區內的富裕人士普遍越來越重視更多樣化的

投資產品以創造報酬。

� 因應區內超富裕人士及企業家的人口比重，以

及富裕人士的新需求趨勢，企業價值可以成為

財富管理公司脫穎而出的優勢。

� 相比其他區域的富裕人士，亞太區的富裕人士

對一些需求甚大的企業價值特定元素（「增值

服務」）所表示的滿意度較高，顯示財富管理

公司已有效發揮企業價值的若干要素。該等增

值服務包括跨企業專家顧問團隊、獨一無二的

投資機會、優先的融資服務，以及在財富創造

過程中獲私人銀行及投資銀行提供建議／專業

意見。雖然成功取得進展，但亞太區財富管理

公司在發揮企業價值的成績仍落後於其地區

域，因此仍有龐大空間去拓展這些實力及服

務。

� 財富管理公司在亞太區實踐全面的企業價值方

案時需要反覆調整，以掌握市場上的獨有機

遇，特別是在高速增長的新興市場。財富管理

公司各部門共同承擔責任、設立適當的奬勵制

度及統一資訊科技系統是其中必備的條件。最

重要的是，財富管理公司需為每個市場制定一

套特定的策略，而不能將成熟市場的標準強加

於其他市場。

專題報導
企業價值7 為財富管理公司創造新機遇，	
開拓成長中的亞太區富裕人士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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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把握亞太區富裕人士市場不斷擴張的巨大

發展潛力，財富管理公司需克服一些挑戰，包括：

� 競爭加劇：隨著越來越多國際財富管理公司涉足

亞太區市場，激烈的競爭可能會導致客戶流失及

利潤率下降。

� 專才：對於一些在發展完善的市場中經常應用於

富裕人士理財方案中的高深技術和產品，亞太區

財務顧問接觸到的機會較少──特別是由於富裕客

戶市場本身在較近期才開始擴張。雖然可以從外

國引入專才，但這些專家可能缺乏對地區市場的

必要認識。

� 收入及利潤壓力：金融危機過後，投資人態度仍

然審慎，因此多個市場的交易額以致費用收入及

利潤可能仍低於危機前的水平。

企業價值是提高服務水準和客戶滿意度
的關鍵所在

面對亞太區富裕人士不斷轉變的需求，財富管理公

司要脫穎而出，需要考慮亞太區富裕階層的一些重	

要實際情況，包括以下各項：

� 亞太區大部分富裕人士的財富均來自經營業務。

� 超富裕人士佔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的比重高於正

常比例，因此他們是財富管理公司的重要客源。

� 亞太區富裕人士在危機後希望在收益與穩定性之

間尋求平衡，因此他們越來越多嘗試較複雜的投

資方案。

從以上的情況可見，財富管理公司要脫穎而出，其

中一項重要優勢是借助其他業務部門（如投資銀行

及法金部）來加強實力，也就是發揮企業價值。

我們的研究顯示，亞太區富裕人士中認為財富管理

公司必需全面發揮企業價值的比例，較任何其他區

域為多（認為不重要的人數較少──見圖11），由

此可見企業價值可提高亞太區的服務水準及客戶滿

意度。	

亞太區富裕人士認同企業價值有其重要意義的比例

較全球其他地區多，這個情況反映了我們之前所述

的區內人口特性，即企業家及超富裕人士數目高於

正常比例。	

圖11.    2010年富裕客戶對於全面發揮企業價值有其重要意義的認同程度（依區域劃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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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調查的題目為「請指出您是否同意全面發揮企業價值對您的客戶是重要的。」

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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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富裕人士中擁有本身業務的比例偏高，

對財富管理公司的發展方向有所發

亞太區富裕人士從經營本身業務建立財富的比例，

較全球平均比率高。

以全球計，2010年富裕人士財富中有46%來自經營

本身的業務（見圖12），與2009年的47%相比變化

不大。但是在2010年，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

士的財富中有57%是來自經營本身的業務，較2009
年的48%為多，而富裕人士繼承所得的財富，由

2009年的11%升至23%。

亞太區市場企業家當道，他們在經營業務過程中需

要各式各樣的銀行服務，對財富管理公司來說是發

展商機。例如：

� 在業務的起步階段：企業東主需購置資產及存

貨，而且可能需要獲取貸款及信用額度，至少直

至業務有穩定的現金流為止。這些服務牽涉法金

部之服務。

� 在業務的成長階段：有意擴充業務的企業家可能

需要為籌措營運資金融資（透過法金部），或選

擇承擔負債、發行股份或進行收購（利用投資銀

行服務）。

� 延續業務的利潤：一旦業務取得成功，企業家可

能會想將從業務賺取的財富和收入用於投資，或

是為業務繼承或遺產分配進行規劃。視乎個別情

況而定，企業家因此可能需要法金、投資銀行，

以及財富與資產管理的綜合服務。

由於企業家在經營業務期間需要依賴各種不同的銀

行服務，成功的企業價值策略無疑可促進財富管理

公司與客戶的關係，並能為亞太區企業家客戶提供

更方便的服務。

企業價值的策略十分適用於亞太區超富裕人士

2010年，超富裕人士的人數及財富成長速度（分別為

14.9%及16.8%）高於亞太區整體富裕階層。因此，雖

然亞太區超富裕人士僅佔區內總富裕人口0.7%，但該

23,000名超富裕人士坐擁的財富卻佔區內富裕人士財富

超過25%。超富裕階層的獨特需求和特點，令企業價值

策略對他們別具吸引力。超富裕人士的特點如下：

� 他們的財富及投資規模及範圍龐大，跨越多個地區及

資產類別。

� 他們對投資銀行服務（如果是企業家的話更甚）及財

富管理服務有潛在的需求。

� 他們的需要極多樣化，很可能需要不同業務部門為他

們特別設計個人化的方案。

� 他們希望盡可能由一名顧問擔任大型多元業務機構的

單一聯繫窗口，為他們的財富提供全面分析。

隨著全球市場於2010年漸趨穩定，亞太區富裕人

士的投資選擇範圍變廣

2010年，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資產中只有16%
屬於「簡單」資產，例如現金。這類資產的投資較為

簡單直接，甚少需要專業支援／意見（見圖13）。這

個數字較2008年的27%顯著下降，幅度正好與一般需要

顧問協助的資產類別的升幅一致。	

與此同時，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資產中，69%
為需要專業支援／意見的資產類別，較2008年的58%有

所增加。該等資產包括住宅類不動產、未開發不動

產、固定收益資產，以及複雜的股票產品如首次公開

募股。

這些數據顯示投資趨勢漸漸出現明確的轉變，大概反

映了隨著全球市場於金融危機後漸趨穩定，亞太區富

裕投資人越來越樂意投資於較複雜的資產以追求報酬。

雖然轉向較複雜資產的投資趨勢仍屬初期，但隨著亞

太區富裕階層逐漸擴張，加上投資人越來越積極尋求

報酬，這個趨勢很可能會持續。這不但會使專業服務

和意見的需求相應增加，也間接令財富管理公司更加

需要制定企業價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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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2010年富裕人士財富來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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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Breakdown of HNWI Source of Wealth,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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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圖13.    2008至2010年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金融資產的複雜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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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簡單資產即相對較直接的投資，一般無需專業支援／意見。在這次分析中，此類別包括現金及農地不動產投資。 
b  需要顧問協助的資產即獲得專業支援／意見後作出的投資。在這次分析中，此類別包括未開發不動產、住宅類不動產、固定收益資產，以及股票（股票可分為簡單（如指數股票
型基金）或複雜（如首次公開募股）兩類）。

c 需要專業意見的資產在投資時一般需要專業意見並建議尋求專業意見者。在這次分析中，此類別包括另類投資、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及商業不動產。

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百分比加總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0年及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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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亞太區發揮企業價值的意義日益
重要，但甚少財富管理公司能制定致勝
的策略

企業價值需求增加有部分是源於亞太區富裕人口正

強勁成長。同時，新晉富裕人士比成熟市場的富裕

人士更重視專業意見及投資管理實力，反觀發展成

熟的市場投資活動盛行已久，而且投資選擇也較

多。	

然而我們的研究顯示，儘管對於銳意為區內富裕及

超富裕客戶提供更佳服務的財富管理公司而言，制

定企業價值方案被視為有其重要意義，但財富管理

公司在亞太區（日本除外）對這種方案的運用仍不

及其他地區，即使亞太區比其他地區更重視企業價

值（見圖14）。	

明顯可見，在亞太區，印度及南韓市場發揮企業價

值的需要及能力為最高（見圖15）。

亞太區富裕人士對於主要「增值服務」
的滿意度較其他地區高，但仍有改善空
間

許多具企業價值的聯繫範疇對富裕客戶來說尤其重

要，而我們的研究顯示，亞太區富裕人士對若干需

求最大的企業價值元素（「增值服務」）的滿意程

度比其他地區的富裕人士為高。這些增值服務包

括：跨企業專家意見團隊、透過投資銀行獲享獨有

的投資機會、向企業家提供優先融資，以及在財富

創造過程中得到私人銀行及投資銀行提出的建議／

專業意見（見圖16）。

然而重要的是，雖然這些增值服務和其他增值服務

的重要性日漸提高，但這些增值服務迄今所累積的

滿意度明顯仍有不足，因此財富管理公司在提升客

戶對這些增值服務的滿意度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

圖14.    2010年財富管理公司為富裕客戶利益發揮企業價值的重要性及能力（依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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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對企業價值的重視程度相對較低，但
日本的財富管理公司在發揮企業價值方面
的能力似乎較強：

− 這或許是因為日本的金融市場已發展成
熟，客戶可獲得的投資選擇及專業知識
亦較廣泛

■ 亞太區（日本除外）的財富管理公司對於在公司策略中發揮企
業價值的重視程度遠高於在發展較成熟市場的同業：

− 其中一個原因是區內大部分財富都是近期積累的，因此富裕
人士需要較多的專業意見協助他們管理財富

■ 然而，根據亞太區（日本除外）財富管理公司所表示，他們尚
未成功全面發揮企業價值

a 調查的題目為「請評價您的財富管理公司現時能為客戶利益發揮企業價值的程度」。可選擇的答案為「極為同意」、「同意」及「部分同意」。
b 調查的題目為「請評價在您公司的策略中全面發揮企業價值從而更妥善地服務富裕及超富裕客戶的重要性。可選擇的答案為「極為重要」、「重要」及「部分重要」。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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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2010年財富管理公司為富裕客戶利益發揮企業價值的重要性及能力（依市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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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亞太區發展最成熟及健全的市場之一，當地富裕
客戶的理財知識較豐富︰

● 然而，當地的財富管理公司現時於發揮企業價值能力
方面似乎較部分其他地區落後

■ 與區內其他大部分市場比較，印度金融服務市場較為分散，
意味著財富管理公司需要更多不同的策略：

● 這可能就是為何與亞太區其他多個市場相比，發揮企業價
值對於印度的財富管理公司較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a 調查的題目為「請評價您的財富管理公司現時能為客戶利益發揮企業價值的程度」。可選擇的答案為「極為同意」、「同意」及「部分同意」。 
b 調查的題目為「請評價在您公司的策略中全面發揮企業價值從而更妥善地服務富裕及超富裕客戶的重要性。可選擇的答案為「極為重要」、「重要」及「部分重要」。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圖16.    2010年企業「增值服務」對全球富裕客戶的重要性及他們對增值服務的滿意度（依區域劃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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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區客戶給予大部分企業增值服務的重要性評分比全球客戶高

■ 由於亞太區市場的企業家比例較高，而他們可能因應不同目的而需要財富
管理公司的不同部門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因此增值服務對他們來說較其
他地區的客戶重要

北美 歐洲 中東 拉丁美洲 亞太區 全球

a 企業增值服務指在財富管理公司的整體架構中，能讓企業價值全面發揮並滿足客戶需要的特定範疇。這裡提及的四項最重要的全球增值服務指「透過投資銀行獲享獨有的投資機
會」、「向企業家提供優先融資」、「跨企業專家意見團隊」、「在『財富創造』過程中得到私人銀行及投資銀行提出的建議／專業意見」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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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可見，在所有市場中最滿意企業增值服務的是

印度的富裕客戶，這與印度的財富管理公司能將企

業價值發揮至更大層面的情況吻合。如上文所述，

印度富裕客戶對企業價值的重視程度亦較高，這可

能是因為企業家富裕人士的數目較多（54%的富裕

人士從業務獲取財富），而且他們需要不同業務部

門所提供的服務。印度的財富過去幾年亦急劇成

長，因此對專業服務及意見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相對地，日本富裕人士對企業增值服務的重視程度

低於區內其他市場的富裕人士。這可能是因為當地

以業務收入為主要財富來源的富裕人士較少，而且

日本市場較為成熟，因此可提供予富裕人士的專業

意見、專才及投資選擇也自然較多。

企業價值可為財富管理公司及富裕客戶
帶來實際利益

儘管財富管理公司在亞太區發揮企業價值需要面對

挑戰，但企業價值能為財富管理公司及其客戶帶來

潛在利益這一點不可忽視。

財富管理公司可享的利益包括：

� 規模效益：財富管理公司的不同部門服務同一位

富裕客戶時，透過內部共用客戶的資訊，可節省

收集資訊的成本。財富管理公司的各個團隊採用

統一的科技平台，亦可降低資訊科技成本。

� 增加收入：妥善運用企業價值的財富管理公司可

滿足客戶多種財務需要（法金部、財富管理、投

資銀行），當客戶需要其他服務時，他們便可加

以配合從而賺取更多收費。

� 吸納新客戶及保留現有客戶：財富管理公司從不

同渠道服務富裕客戶，可獲得有關客戶的多方面

資訊，在深入分析後可用於改善客戶服務（例如

提供靈活及客製化服務），有助吸納及轉介新富

裕客戶和保留現有客戶。

� 財務面之利益：透過整合不同部門的業務，財富

管理公司可減低波動性較大的業務的影響，從而

改善資金成本、將利潤進行內部分配，以及增加

交易量（有可能產生額外交易收益）。

客戶可享的利益包括：

� 一致的服務：客戶選擇由同一機構提供的多種服

務，各個部門和聯繫窗口所提供的服務會更為一

致。

� 加倍便利：已推行企業價值的財富管理公司可擔

當富裕客戶的多元服務綜合供應商，使客戶倍感

便利──以單一聯繫窗口讓客戶全盤了解其整體財

富狀況（個人及業務）。

� 協助籌集資金：企業家尤其需要資金擴充業務。

已推行企業價值的財富管理公司可協助客戶獲得

一般不能以個人身份獲取的投資銀行融資。

財富管理公司要實踐企業價值需克服多
重障礙

儘管企業價值潛藏眾多利益，但實踐過程中可能會

遇到一些障礙。正如上文所述，財富管理公司現時

在亞太區正面對獨有的挑戰，包括競爭加劇、人才

短缺及收益／利潤受壓。而在實踐企業價值方案的

過程中，亦有其本身的挑戰，以下四項是最有可能

遇到的障礙：

�  獎勵制度。財富管理公司需要推行奬勵制度，以

鼓勵顧問轉介客戶至另一部門（或從另一部門獲

得新客戶），同時確保所有部門保持高水準的服

務，這項工作殊不簡單。此外，設立財務獎勵制

度亦是鼓勵部門改變內部文化的關鍵，以打破業

務部門一貫各自為政的做法，確保公司上下在日

常業務中能通力合作。若缺少這種奬勵制度，而

不同業務部門又各自有其一套管理方針、業務目

標及優先次序，各部門合作和協調的進度便可能

會很緩慢，無法有效實踐企業價值方案。欠缺這

種合作，不同部門所提供的服務和方案可能會令

客戶感到服務水準及溝通方式不一致。

2011年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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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關係管理。由於部門各自為政以及專業能力

不一致的問題，部分業務部門實際上可能傾向將

客戶轉介至公司外部，以確保客戶得到全面且優

質的服務。如果財富管理公司要從公司的整體層

面推行企業價值，必需衡量若未能保證所有業務

部門能提供水準一致的服務時，對客戶關係可能

構成的風險。

� 監管及遵法。實行企業價值可能會涉及各業務部

門間複雜而繁瑣的金錢流向及資訊傳遞。財富管

理公司需確保這些活動符合相關國家的監管法

規，並盡量避免部門間出現任何潛在利益衝突	

（不論是實際上或觀感上）。

� 缺乏區域政策。財富管理公司需致力尋求（及接

納）一個能平衡企業價值方案整體原則與當地市

場特定需求的策略。他們亦需明白亞太區市場的

成長動力及業務標準很可能有別於發展較成熟的

市場。以交易規模為例，投資銀行部在亞太區可

接受的交易規模下限，相比業務規模和範疇大得

多的高度成熟市場可能較低。

部分財富管理公司推行的企業價值初步
方案已取得進展

儘管實行企業價值策略有不少挑戰，且到目前為止

能在亞太區將企業價值發揮至較高層次的財富管理

公司並不多，但有部分公司已取得初步進展。這些

公司大多先著手處理上述的部分挑戰。初步措施和

進展的主要例子包括：	

� 一家領先的全球財富管理公司引入實際金錢勵制

度，鼓勵各個業務部門在亞太區互相轉介客戶。這

個制度有助減低僱員對內部合作的抗拒，直接效果

是業務部門互相轉介客戶的個案增加。

� 一家領先的全球金融服務公司利用其龐大的亞太區

網絡及財富創造的專業知識，透過組成綜合服務團

隊，提升其財富管理、法金部及私人銀行部之間的

聯繫。該公司亦特別著重由法金部轉介國際客戶及

其他企業家客戶至其他部門。這些措施有利轉介至

私人銀行部的個案數增加（2007年至2010年新增業

務額達260億美元）。另外，該公司的家族辦公室

部的客戶中，超富裕客戶人數顯著增加。該部門大

部分客戶均來自新興市場，且本來已是私人銀行部

的客戶。該公司私人銀行部的大部分交易現時已交

由內部分配，並透過全球銀行及市場部執行。

� 一家全球金融服務公司的私人銀行部組成專家團

隊，為亞太區的超富裕客戶設計客製化的方案，這

種經營方式乃借用在成熟市場已成功推行的模式。

該團隊對投資銀行及資產管理業務有深入的認識，

並熟諳如何發揮公司的全盤實力，為該銀行的超富

裕客戶設計出專業的客製化方案。通過私人銀行

部、投資銀行部及資產管理部之間的合作，這些經

營方式取得即時成果。在2010年，該公司的私人銀

行部轉介的多名客戶為亞太區投資銀行部帶來重大

收益，貢獻良多。

� 另一家全球財富管理公司亦正成立專家團隊，以求

迅速並直接滿足亞太區客戶不斷轉變的需求。該團

隊從財富管理、投資銀行及資產管理部門組成產品

專家團，按照客戶的喜好開發新產品及服務。所有

這些專家均需向財富管理及投資銀行部匯報。該公

司的超富裕客戶不論身處何地，只要聯絡該團隊的

單一聯繫窗口，即可享用到該公司的所有產品系

列。該公司預期此策略可吸引更多客戶（及增加收

入），並擴大業務規模，這在現時利潤及收費雙雙

受壓的情況下格外重要。

� 一家全球金融服務公司正設立一個新部門，作為其

私人銀行部及批發銀行部在亞太區的溝通橋樑。該

部門以其私人銀行客戶中擁有本身業務的客戶為特

定目標，主要工作是確保法金及投資銀行的私人客

戶能得到客製化的服務方案，以配合他們廣泛的業

務及財富管理目標，並且獲得專為商業及投資銀行

客戶而設的融資。

2011年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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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發展方向︰開發出能平衡企業價
值與新興亞太區富裕人士特定需要的方
案	

不同區域的監理要求及市場環境，可能意味著亞太

區的財富管理公司需反覆調整企業價值方案，即制

定靈活的方案來應付特定市場挑戰之需要。	

因此，財富管理公司要將其業務需要排列優先次

序，並利用資訊科技制定及開發出可行的企業價值

策略，然後逐步在不同市場推出。

這種方案需結合很多要素，以下為部分主要元素：

� 承擔責任。財富管理公司實行企業價值方案時，

需確保公司各部門都承擔責任，並設立一套明確

的支援措施，包括主要績效指標，讓高級業務主

管能清楚了解方案的成效及進展。

� 區域政策。財富管理公司需為地區市場制定專門

的企業價值政策，而該等政策可能與其他區域及

亞太區其他市場有所不同。

� 員工的關注。指導員工認識其他業務部門的能

力，有助財富管理公司找出可讓其他團隊為客戶

創造額外價值的方法。

� 有效的獎勵制度。財富管理公司需確保已制定相

關的奬勵制度（以表揚方式以至實際報酬），鼓

勵公司各部門互相轉介客戶。

� 綜合的資訊科技系統。財富管理公司擁有統一的

資訊科技平台，可讓所有團隊均取得相同的客戶

綜合資訊，方便了解與客戶的聯繫及進行轉介，

有助確保匯報方式統一，並支援多項不同的績效

管理措施。該系統亦可為顧問提供必需的客戶投

資組合綜合資訊，並協助財富管理公司了解客戶

動向及資金流向，以確保符合地區法規。

以上各項元素均可為財富管理公司提供其所需的靈

活性，以發展出一套能平衡地區市場需要的綜合企

業價值策略。要準確釐定各個市場對客製化服務的

需求程度，財富管理公司必需先識別及了解哪些增

值服務最受富裕客戶歡迎，以及哪些到現時為止滿

意度仍不足。接著，財富管理公司需要針對最重要

但滿意度仍不足的增值服務定出優先次序，與公司

的整體業務目標及發展大計互相配合，以確保公司

的應對方案適用於地區市場並切實可行。	

2011年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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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本身的業務及繼承財富是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的最大來源，而區內富裕人士屬第一代或第二代富裕人士

的情況甚為普遍。因此，現時財富繼承規劃服務的需求正逐漸顯著增加。重要的是，這種需求新趨勢亦反映

了文化上的轉變──以往亞太區富裕人士忌諱公開討論財富轉移的傳統思想已逐漸改變。

� 獨特的社會、文化及世代因素對財富管理公司仍構成挑戰。最明顯的是，大部分富裕人士均擔心下一代未能

妥善管理所繼承的財富。事實上，財富管理公司要在這方面取得成功，不僅要處理富裕人士在財富規劃上的

財務影響，還要兼顧富裕家庭對於財富轉移整個概念的不同看法。

� 多家領先的財富管理公司已採用創新的方案來應對亞太區財富繼承規劃的挑戰，其中包括邀請富裕客戶的下

一代共同參與規劃過程，並向他們提供有關的指導，目的是在財富繼承規劃及財富轉移過程中，為富裕人士

財富訂出最好的管理方案。

獨特的人口分佈為亞太區的	
財富繼承規劃創造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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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人口分佈為亞太區的財富繼承規劃創造重大需求

大部分亞太區富裕人士均為企業家或財
富繼承人，而且大多在近期才晉身富裕
階層

財富繼承規劃服務在亞太區越來越受重視，很多富

裕客戶現在都表示需要有關服務。事實上，我們的

研究顯示，和大部分其他地區相比，現時亞太區有

較多富裕人士認為財富繼承規劃服務「重要」。而

22%的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認為財富繼承

規劃服務「非常重要」，比例高於所有其他地區	

（見圖17）。

無疑，金融危機令亞太區富裕人士普遍更加關注財

富規劃不周（或欠缺規劃）會對財富構成風險，但

我們的研究亦顯示，人口分佈是區內財富規劃服務

需求的主要因素。其中：

� 在所有亞太區（日本除外）的富裕人士財富

中，57%的財富來自經營本身的業務，23%來自繼

承財富。與此同時，區內富裕人士財富多數仍只

屬第一或第二代，這個情況與大部分西方成熟市

場不同，西方成熟市場的富裕家庭已延續了四代

或五代，並已將大部分財富以機構形式投資（信

託、債券、保險等）。

� 年齡分佈亦是因素之一：亞太區（日本除外）所

有富裕人士當中，相對年輕（31至55歲）的有	

68%，而日本的富裕人口較為年老（47%為66歲以

上，15%為75歲以上）。這數據顯示，日本將會出

現第一輪的財富轉移，因為大部分富裕人士已年

屆66歲以上，而區內其他地方的富裕人口則年輕

得多，因此可能會在未來十年出現第二輪的大規

模財富轉移。

因此，現時亞太區的人口分佈情況，可為財富管理

公司及顧問帶來開拓市場的重大契機，以精心策劃

的財富轉移計劃吸納區內的富裕客戶。

圖17.    2010年財富繼承規劃服務對富裕客戶的重要性（依區域劃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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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7. Importance of Succession Planning Capabilities to HNW Clients

(%)

a 調查的題目為「以下各項對您的客戶有多重要？」

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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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人口分佈為亞太區的財富繼承規劃創造重大需求

8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荷蘭銀行，	
http://www.insead.edu/facultyresearch/centres/WICFE/research_cases/docs/MillionaireAsia_ABNAMRO-Jan07_000.pdf

文化差異會在實際情況中使財富繼承規
劃變得複雜

家族對於公開討論生死及財富事宜的忌諱、家族	

「傳統」（例如兒子自動繼承父親的家族生意）、

由長輩控制遺產的觀念，以及家族對保密的重視，

這種種因素都可以構成文化上的敏感問題，使在任

何市場的財富繼承規劃過程變得複雜。

無可否認，亞太區有關財富繼承規劃的一些「禁

忌」比西方成熟市場更為強烈。但財富管理公司的

真正挑戰在於，通常富裕客戶所轉移的財富都是由

他們自己賺取回來的，因此，世代之間因財富轉移

而引致的糾紛便顯得格外複雜和牽涉意氣之爭。

事實上，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憂慮主要在於下一代是

否有能力妥善管理家族財富，88%的亞太區（日本

除外）富裕客戶以及75%的日本富裕客戶均認為下

一代日後缺乏妥善管理財富的能力（見圖18）。

從一些財富繼承規劃的真實情況看來，他們的憂慮

不無道理：大約30%的家族企業能延續至第二代，

能延續至第三代的只有10%；家族糾紛及手足之爭

是導致家族生意沒落的最常見原因。8

另外重要的一點是，傳統上亞太區的家族關係密切

橫跨世代，老一代的長輩可能擔心金錢問題會導致

家族決裂至無可挽救的地步，因此亞太區富裕人士

特別關注出現家庭糾紛的可能性。

亞太區富裕人士以往礙於傳統思想，不願意公開討

論財富繼承規劃，但近年已變得較願意就此方面尋

求意見。然而，對顧問及財富管理公司而言，在制

定財富承傳計劃的過程中，處理富裕人士在情感及

文化上的顧慮，與精心規劃完善的財富轉移計劃可

能同樣重要。

圖18.    2010年對於下一代不能妥善管理家族財富的認同度（依區域劃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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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Level of Agreement That Next Generation Is Unable to Manage Family Wealth

(%)

a 調查的題目為「請指出您是否同意下一代不能妥善管理家族財富？」

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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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領先的國際銀行的財富管理部舉行為期二至三

星期的夏季課程，向香港及新加坡富裕客戶的成年

子女提供有關投資及財富管理的指導。課程完結後

該銀行繼續與他們保持聯繫，定期邀請他們出席舊

生聚會，並在他們繼承財富後提供額外服務。

在財富繼承規劃中，訂出最有利的財富／資產管

理方案

財富管理公司正利用多種財富繼承規劃工具，包括利

用遺囑／股權協議釐定金融資產的分配、找出最有利

於稅後報酬的稅務改良結構（如信託、基金會），以

及由專家（如會計師、律師）為客戶制定個人方案。

例子包括：

� 一家領先的全球財富管理公司已在亞太區設立家族

辦公室服務，對家族就財富繼承規劃、家族管理、

財富轉移及投資等方面提供建議。家族辦公室亦向

亞太區的富裕家庭客戶提供辦公室、資訊科技基礎

設施、系統、保安及行政等方面的支援。

� 一家領先的國際銀行的私人銀行部已擴大其亞太區

的全球財富建構（「信託」）的業務，以迎合富裕

客戶在保存及轉移財富的需要。其服務包括建立及

管理私人投資公司、客製化、慈善及共同投資信託

基金、私人信託公司以及財富轉移規劃。以目前有

利的稅務法規，加上不斷改良已成文的信託條例，

已促使越來越多的全球客戶在亞太區成立信託事

業。

� 一家領先國際銀行的私人銀行部已設立財富規劃及

信託服務部，以支援私人銀行顧問的商務工作，並

為富裕客戶提供有關法律及金融資產財務結構的指

導。該部門作為匯聚全球專才的樞紐，致力為顧問

及客戶提供支援，並制定最佳的解決方案。

財富管理公司正尋求創新的手法應付
亞太區財富繼承規劃的挑戰

領先的財富管理公司已採取創新手法來克服以上的

一些挑戰，當中最重要的策略是邀請富裕客戶的下

一代共同參與規劃，並向他們提供有關指導，以及

在財富繼承規劃／財富轉移的過程中，為富裕人士

的財富訂出最好的管理方案。

邀請亞太區富裕客戶的下一代共同參與規劃，

並向他們提供有關指導

財富管理公司正嘗試為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下一代迎

接財富繼承規劃過程作好經濟及思想上的準備，務

求在財富轉移規劃及制定方案的過程中，能令上下

兩代的目標和需要盡量一致。例子包括：

� 一家小型財富管理公司已開始推出以家庭為單位

的個別面談服務，因應每個家庭的需要及情況訂

出客製化方案，為富裕客戶的財富繼承人提供指

導計劃，以及舉行富裕家庭座談會討論有關家族

財富轉移的事宜。

� 一家領先的國際銀行的私人銀行部舉行了一系列

以「繼承管理」為題的座談會，邀請富裕客戶及

其日後的財富繼承人一同討論有關家族業務的繼

承及管理、家族財富的世代責任、投資原則及發

展趨勢、家族慈善事業及基金，以及市場趨勢等

課題。

� 另一家領先的國際銀行的私人銀行部推出夏季商

學院計劃，向將會是財富繼承人的年青人（18至
25歲）提供有關策略性思考、問題解決技巧、團

隊合作及商業禮儀的指導，為他們日後討論財富

轉移做好準備。

獨特的人口分佈為亞太區的財富繼承規劃創造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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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亞太區，特別是部分發展急速的新興市場，富裕

人口分佈的趨勢正推動財富繼承規劃服務需求日

增，但財富管理公司必需因應區內各個市場的重大

差別而制定合適的方案。	

國際性的財富管理公司更需加倍了解亞太區新晉富

裕人士與成熟市場富裕客戶在需求上的重大分別。

單從財務角度看，投資選擇及偏好──以及在相對

較近期累積的財富──意味著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

中有極大部分是來自區內外的業務經營以及流動資

產和不動產投資，因此管理該等資產的財富繼承規

劃需要具備特定的地區經驗。此外，如上文所述，

也有文化異差的問題需要克服。	

儘管部分財富管理公司已採取具體措施吸納富裕家

庭客戶，並協助他們解決財富繼承規劃的文化及財

務問題，但財富管理公司仍要面對該範疇專才短缺

的難題。	

因此，為了成功開拓區內的財富繼承規劃業務，大

部分財富管理公司正積極進行招聘、培訓及吸納人

才，期望通過這些策略來加強顧問的技巧、培育新

人才，以及建立人才梯隊，以做好準備掌握這個市

場的潛在增長。	

對財富管理公司而言，這些初步措施將會是公司策

略的重要部分，以均衡發展在特定區域和特定範疇

的專門實力，從而在亞太區的財富繼承規劃市場取

得成功。一如往常，並沒有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案可

滿足這些需要，財富管理公司確實需要清楚了解各

地的習慣及重點需求，才可以有效地服務亞太區的

富裕人士。

獨特的人口分佈為亞太區的財富繼承規劃創造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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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感謝下列人士協助編寫本報告：

凱捷公司William Sullivan、David Wilson、	

Chirag Thakral、及Anuj Agarwal對於本報告

的指導；Ashish Kanchan、Rajendra Thakur
及Rishi Yadav負責進行研究、彙整與撰寫調

查結果並提供深入的市場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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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n Lecorbeiller、	

Martine Maître、Matt Hebel、Sourav 
Mookherjee、Sunoj Vazhapilly及Erin Riemer
持續地提供全球性支援。

美林的Selena Morris、Chia Peck Wong及
Sunny Wong提供方向、資訊管道、業界觀及

研究，以確保報告內的議題為金融服務界內

所重視；美林的Michael Benz、Wilson So、	

Hak Bin Chua、Marcella Chow及其他主管在

產業趨勢上提供專業建議。

感謝數百名凱捷公司、美林及其他機構的顧

問與區域專家，參與我們的調查和主管訪

問，使研究結果更具有效性，且增加了分析

的深度。感謝以下公司為我們提供全球財富

管理行業重要事件的深入分析，亦感謝他們

參與今年的財務顧問調查。以下各參與公司

已同意公布其公司名稱：

AL Wealth Partners PTE Ltd; CIMB 
Investment Bank; Karvy Private Wealth;  
Kotak Mahindra Bank Limited; Mirae  
Asset Securities; Morgan Stanley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India.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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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新加坡、南韓、泰國及台灣。

這些市場佔整個亞太區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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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和幅度。此研究方法是在八

十年代凱捷顧問公司與美林進行諮詢合作時所開發出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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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首先估計個別國家的整體財富，其

次估計此財富在該國成年人口當中的分佈。國家的整體財富水平使

用了可靠的數據來源，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 ternat ion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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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富中持

股部位市值的最終數據。

各國的財富分配基於財富和收入的已知關係計算。收入分佈數據是

由世界銀行、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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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分配於各個國家的成年人口中。此外，為獲得金融財富佔總財富

的比例數值，我們使用可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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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斷改良我們

的宏觀經濟模型，深入分析影響財富創造的本土經濟因素。我們與

全球各地多家公司的同仁合作，深入剖析國內政策、財政與貨幣政

策長期對富裕人士財富創造的影響。

金融資產財富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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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會被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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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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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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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捷金融服務

凱捷(Capgemini)在40個國家擁有112,000名員工，為全球著名的諮詢、技術和委外服務提供者之一。凱捷2010年的全球

營收達87億歐元。凱捷與客戶協力合作，創建並提供符合客戶需要的商業及技術解決方案，協助客戶達成目標。作為多

元文化公司，凱捷開發了其獨特的合作方案──協同業務體驗(Collaborative Business ExperienceTM)，並運用Rightshore®
全球服務模式。

凱捷金融服務組擁有豐富的行業經驗及新世代的全球服務網絡，為金融服務業提供創新服務。凱捷由17,000名專家組成

的網絡服務全球逾900名客戶，並與領導業界的銀行、保險公司及資本市場公司合作，提供商業及信息技術解決方案，啟

迪業界思維以創造實際價值。	

凱捷的財富管理業務為公司提供從策略到執行的全方位協助。憑藉對全球目標市場規模及潛力的獨特見解，幫助客戶執

行新客戶策略，調整實務模式，使解決方案與成本達到收入及盈利預期。另外還幫助公司制定及建立經營基礎設施，覆

蓋經營模式、流程及技術等多個方面，留住現有客戶之餘，更贏得新客戶。請登錄www.capgemini.com/financialservices取
得詳情。

凱捷亞太區主要辦事處

凱捷公司總部

北京 +86 10 656 37 388

金奈	 +91 44 6633 1000

香港	 +852 3512 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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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 2 8780 0909

巴黎	 +33 1 47 54 52 00 紐約		 +1 212 314 8000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Merrill Lynch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為全球個人與企業提供全面財富管理及投資服務，為業界領導

者之一。美林全球財富管理有逾16,200位財務顧問，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為客戶管理資產總額超過1.5兆美元，規模在全

球同業位居前列。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超過三分之二的客戶均為擁有100萬美元以上的人士。在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內，私人銀

行及投資部(Private Banking & Investment Group)為超富裕客戶提供個人化財富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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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超過160位私人財富顧問團隊為富裕客戶提供服務，此外還包括投資管理、集中持股管理與

跨世代財富移轉策略等領域的專家。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部隸屬於美國銀行控股公司(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

美林亞太區主要辦事處

曼谷	 +662 685 3548

北京	 +86 10 6535 2788

福岡		 +81 92 715 0030

香港	 +852 3508 5678

孟買			 +91 22 6632 8000

名古屋	 +81 52 217 2900

大阪	 +81 6 6344 1258

上海	 +86 21 6132 4888

新加坡	 +65 6331 3888

台北	 +886 2 2376 3600

東京 +81 3 6225 8300

帕莎蒂娜	 +1 626 817 6888

舊金山	 +1 415 693 5500

紐約		 +1 212 236 2128

為亞洲客戶提供服務的主要美國辦事處

資料來源：美國銀行。美林全球財富管理代表美國銀行財富及投資管理部的多個業務範疇，包括美林財富管理（北美及國際）、Merrill 
Lynch Trust Company及私人銀行及投資部。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實體管理約1.5兆美元的客戶資產。客戶資產
包括客戶於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帳戶持有的下列資產：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實體的管理資產、客戶經紀資產、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實體保管
的資產、貸款額及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客戶於美國銀行N.A.和關聯銀行持有的存款。

Rightshore® 為凱捷公司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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