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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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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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年度。在十四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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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人數及財富均見回升，超出普遍市場人士在前年的預測。雖然多個亞太區市場

在2009年重燃生氣，但此次金融危機對富裕人士的投資行為及心態有著明顯的影響。

本報告分析了經濟危機過後富裕人士在資產配置取向的變化，並發現在對危機的恐懼漸褪之際，富裕人士抱

著審慎態度重回市場。與此同時，我們亦探討在這些變化背後，富裕人士在投資時的偏好出現的根本性的改

變。

我們發現，亞太區富裕人士其實與全球富裕人士一樣，希望更透徹地瞭解其投資標的、標的所在地及資產評價
方式，並要求增值型建議及符合其風險承受度投資目標的投資選擇。這帶出對財富管理公司的多種新需求，亦
成為對亞太區財富管理公司獨有的重大挑戰。

我們研究了富裕人士對產品及服務種類以及客戶服務模式的新需求，如何為財富管理公司帶來了壓力，並指出
區內的財富管理公司在人材及資源方面的嚴重短缺。

財富管理公司唯有應對新壓力，有效推動客戶主導的營運策略，才能掌握亞太區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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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參考價值。

亞太區財富報告

Sallie Krawcheck
美國銀行

全球財富與投資管理總裁

Bertrand Lavayssière
凱捷顧問公司全球金融服務部

常務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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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9年亞太區的富裕人士1不論人數及財富均大幅增加，回升至高於2007年發生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自

2008年以來，富裕人士的人數及財富分別上升25.8%及30.9%。至2009年底，亞太區共有約300萬富裕人士，

首次與歐洲看齊，而這些富裕人士的財富總值達9.7兆美元。

		香港及印度於2008年的富裕人士人數及財富縮減幅度為全球最大，但在2009年的反彈亦最高。香港的富裕

人士人數上升104.4%，幾乎恢復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而印度的上升幅度為50.9%。香港和印度的富裕人士

財富總值分別大增108.9%及53.8%，兩地推動財富增長的市場和宏觀經濟因素均蓬勃成長。

		亞太區的富裕人士人數及財富仍然高度集中。2009年，亞太區的富裕人士有76.1%來自日本、中國和澳大利

亞，僅略為低於2008年的77.4%。日本及中國合共佔亞太區富裕人士約65%的財富總值。

亞太區
財富現況

亞太區財富現況

亞太區富裕人士已收復於金融危機的損失

		香港和印度富裕人士人數的成長率最高（分別
達104.4%和50.9%），緊隨的台灣(42.3%)亦已
補回2008年的大部分跌幅。2008年，香港和印
度富裕人士數目的百分比跌幅為區內最大。

		日本和中國仍然是區內擁有最多富裕人士的國
家。日本佔亞太區富裕人士人數的54.6%，僅略
為低於2008年的56.8%。

亞太區的富裕人士與財富仍然高度集中

2009年，日本、中國和澳大利亞這三大市場佔亞太
區富裕人士總數的76.1%，亦佔這些富裕人士財富總
值的70.0%（見圖2）。截至2009年底，日本與中國
合共佔亞太區富裕人士總數的70.4%，佔其財富總值
64.6%，兩項數值均高於去年（分別為 51.8%和
62.8%）。

亞太區富裕階層的人數及財富大幅成長

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人數增加25.8%至約300
萬人（見圖1），不僅從2008年下挫14.2%中回升，
更是首次與歐洲看齊。富裕人士的財富增加30.9%至
9.7兆美元，足以彌補2008年的損失，甚至超越歐洲
富裕人士於2009年擁有的9.5兆美元財富。宏觀經濟
和市場因素的好轉均推動財富增加（見「2009年回
顧」）。

根據我們的研究發現，2009年亞太區有以下特點：

		除香港以外，亞太區所有主要富裕人士市場的富
裕人士人數均已完全收復2008年的空前跌幅，年
底人數更略高於2007年的水平。

		富裕人士財富上升幅度最大的三個亞太區市
場分別是香港(108.9%)、印度(53.8%)和台灣
(49.6%)。

1 富裕人士為擁有至少100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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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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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6–2009 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人數（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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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 圖中數據皆經四捨五入。(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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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圖 2. 2009 年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分佈（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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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 圖中數據皆經四捨五入。(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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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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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為亞太區最大富裕人士集中地，遠遠領先區內

其他市場。截至2009年底，單是日本已佔亞太區富

裕人士人數的54.6%，佔其財富總值40.3%。雖然如

此，日本富裕階層的成長速度卻較區內其他市場緩

慢，因為日本的整體經濟成長一蹶不振，股市表現

相對其他國家也乏善可陳。日股市值在2009年僅上

升 6 . 1 %，反觀其他亞洲市場的平均成長率卻為

8 7 . 9 %。 2 日本的富裕人士人數上升20.8%至170萬
人，財富增加22.4%至3.9兆美元。

中國仍然是區內第二大的富裕人士集中地，富裕人

士人數達47.7萬人，較去年增加31.0%。受惠於經濟

高速成長8.6%，中國股市的市值在2009年飆升超過

一倍。

澳大利亞的富裕人士人數在亞太區市場內保持第三

位置。該國許多富裕人士在2008年被降至「大眾富

裕階層」3等級，但在2009年已重新擠身富裕人士行

列。在澳大利亞，富裕階層的人數增減頻繁乃平常

事，因為全體富裕人士中有91.1%處於最低的財富級

別（100萬至500萬美元資產）。

印度方面，富裕人士的人數和財富總值在2009年分

別成長50.9%和53.8%，完全收復2008年的跌幅，同

時股市大漲亦為經濟復甦助以一臂之力。印度股市

的市值雖然在2008年下跌64.1%，在2009年卻有逾倍

升幅。重要的是，印度經濟在2009年茁壯成長6.8%
，亦是印度富裕人士財富成長的一大推動力。

台灣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股份市值猛長84.5%，令台

灣成為區內富裕人士人數成長率最快的地區之一

(42.3%)。台灣與中國大陸磋商金融合作諒解備忘錄

是觸發大升的原因之一，因其能增進海峽兩岸之間

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並有助開放金融業市場。

香港雖然享受強勁升勢，卻未能收復2008年有史
以來最大的損失

香港和印度的富裕人士數目和財富總值在2009年的增

幅冠絕全球，但這是由於兩個市場在2008年經歷了全

球最大的跌幅。印度的富裕人士人數和財富總值已全

面回升至危機前的水平，但是，截至2009年底香港

的富裕人士人數仍然只回升至2007年底的79%，因為

2009年雖然有重大收成，卻還是未能抵銷2008年的損

失。

2009年香港的富裕人士數字有所復甦，歸功於推動財

富成長的主要市場因素呈大幅度上升，特別是股市和

不動產。香港富裕人士人數對這些資產類別的價格變

化尤其敏感。原因包括他們將大部份財富配置於這兩

類資產；而事實上，2009年全體香港富裕人士的資產

當中，有52%為股票或不動產，另外6%則為另類投

資。這三類資產的價格經常波動，故富裕人士的財富

變幅亦可以很大。

香港的富裕人士人數亦常常大幅度變化，因為許多香

港富裕人士屬於100萬至500萬美元的財富級別。故

此，當2008年資產價格急瀉，很多屬於此較低級別的

富裕人士瞬即被降至「大眾富裕階層」的等級，不

過他們在2009年資產價格復甦時隨即重奪富裕人士身

份。 

超富裕人士的等級和財富在2009年均大幅上漲

2009年，亞太區超富裕人士4人數及財富總值分別增

加36.7%和42.6%（見圖3），增幅遠遠高於一般富裕

人士的平均成長率。

於2009年底，超富裕人士僅佔亞太區富裕人士人數的

0.6%，與「全球超富裕人士／富裕人士」的比例相

若，但他們卻擁有亞洲富裕人士的24.5%財富總值。

此數字低於全球平均值35.5%，但是符合過去的比

例。區內的超富裕人士當中，有57.0%來自日本和中

國。

2 全球證券交易所聯會(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2010年﹔2010年凱捷顧問公司分析 

3 「大眾富裕階層」是指擁有10萬至100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人士

4 超富裕人士為擁有至少3,000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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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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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中國和印度在未來年間將成為亞太區富
裕階層人數成長最快的國家

亞洲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印尼和泰國）已

迅速成為亞太區的主要成長因素（見「2009年回

顧」）；2009年其富裕人士數目穩步成長33.2%，

財富總值增加40.4%。展望未來，由於當地經濟體

以及亞太區整體在推動財富成長的市場和宏觀經

濟因素方面前景明朗，中國和印度將能維持為全

球富裕階層人數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

由於亞太區（日本除外）的富裕人士財富總值

中，大部份(73%)來自企業權益及收入，故此，在

經濟成長加快並惠及營商環境改善的情況下，富

裕階層人數應能穩步成長。

在其他亞太地區，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新加坡、

香港、台灣和南韓）於2009年的富裕人士人數和財富

總值成長速度最快（分別為40.4%和49.2%），貢獻

最大的為香港和台灣。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成長很可

能稍為放緩，而亞洲新興經濟體富裕人士的財富總值

成長率勢將迎頭趕上。在亞洲工業化經濟體（澳大利

亞、日本和紐西蘭），富裕人士人數和財富總值應能

繼續成長，只是速度將較亞太區其他地區緩慢。2009
年，亞洲工業化經濟體的富裕人士人數成長率為

21.9%，財富總值增加23.8%。

圖 3. 2008–2009 年按財富級別劃分的富裕人士數目（全球和亞太區）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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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濟學人智庫，區域資料，2010年6月
6 同上

7 同上

8 同上

亞太區經濟在2009年維持成長，雖然
較2008年緩慢

雖然全球GDP萎縮，亞太區經濟體（日本除
外）的成長率達4 . 6 %

雖然全球GDP縮水2.0%，亞太區整體在2009年
展示了強靭的復甦能力。 6 亞太區（日本除外）

的GDP成長4.6%，縱使低於2008年的5.6%，增

速卻絲毫不慢。亞洲新興經濟體是主要的成長

因素，突出表現其實主要源於中國和印度，兩國

GDP分別成長8.6%和6.8%。 7 亞太區內有多個其

他經濟體實際上錄得GDP收縮，包括三個新興工

業化經濟體（總共有四個）和兩個亞洲工業化經

濟體國家（總共有三個）（見圖4）。

不過，亞太區的成長亦有受到大部份市場的貨物

出口及服務業不景氣所拖累。亞洲工業化經濟體

的出口在2009年下跌19.5%，遠高於其他亞太地

區9 .0%的跌幅 8，主要由於亞洲工業化經濟體非

常倚重與成熟國家之間的貿易，而成熟國家卻仍

然陷於經濟低迷的泥沼。以日本為例，其出口在

2009年下滑24.1%，來自美國和歐洲的汽車需求

銳減對其打擊最大。亞太區國家中只有印度和中

國兩大國在2009年錄得實質的工業生產成長，因

為其擁有眾多不同的出口市場，國內需求亦較廣

泛。

		經濟危機在2009年橫掃全球，足證全球經濟體確實是唇齒相依。然而，亞太區卻是當中復甦動力最

強者，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國內生產總值总 总（g ross  domest 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強勢成長	

（分別達8 . 6 %和6 . 8 %），大大提振了亞太區的表現。5	事實上，2009年亞洲新興經濟體的GDP成長

率為7.4%，大幅拋離區內以至全球其他經濟體。

		全球各國政府加大開支，廣泛地實行刺激經濟政策，務求支撐經濟體。亞太區規模最大的政策莫過於

中國投放5,860億美元刺激經濟，以金額計僅次於美國的刺激經濟計畫（7,870億美元）。

		隨著對金融危機的恐懼逐漸遠去，投資人審慎地重返市場，2009年主要市場因素的好轉推動財富大幅

反彈，亞太區股市市值大漲73.6%，而全球總成長率則為47.1%。年內，中國、印尼和印度的股市市值均

見倍升，而亞太區內的新興市場總體成長率更領先同儕，甚至在2009年上半年成熟市場尚未穩定過來

時已率先復甦。

		在2 0 1 0年及2 0 1 1年，隨著內需及亞太區內貿易往來續增，抵銷向成熟經濟體出口仍然疲弱的因

素，亞太區的總成長應能領先全球經濟。預期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將會分別

錄得8.9%和6.6%的GDP成長，重返危機前的水平。亞太區的GDP成長應較全球其他地區快速，

不過各個市場的具體復甦情況將不盡相同。

2009年回顧2 0 0 9年回顧：面對全球不景氣，
亞太區展現復甦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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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財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各國視角」，總統辦事機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2009年9月10日
10 「走出危機、變得更強」，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經濟報告2010年卷一》

11 「財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各國視角」，總統辦事機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2009年9月10日
12 經濟學人智庫，國家報告，2010年2月與年4月
13 同上

2009年回顧：面對全球不景氣，亞太區展現復甦動力

亞太區加入全球刺激經濟行列，聯手抵抗危
機影響

許多亞太區國家在2009年亦聯同全球各地一同刺激

經濟，合力為經濟體注入新動力。

最積極實行財政刺激計畫的要數中國和南韓。中

國的刺激計畫金額佔其GDP的2.6%9，而在2008年
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金額大增至接近GDP的6%10

，扶助了國內經濟成長。南韓政府為了令國家經濟

復甦得以持續，實施的刺激計畫金額達到GDP約
3.0%。11 南韓企劃財政部（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簡稱MOSF）亦於2009年初成立一組173億
美元的基金，用作援助銀行和鼓勵批出貸款。12 此

項政策其後已延長至2010年底。

大部份亞太區國家亦透過維持2009年全年低利率水

平刺激貨幣資金，讓個人和企業能夠以低成本借入

資金，並減低債務的利息成本。

以日本、紐西蘭及印尼為例，這三個國家在2009年
一直維持低利率，且延至今日仍未重新升息。這些

國家由於倚重出口，故其政府有意保持利率於低水

平，務求透過刺激國內消費抵抗全球需求疲弱的現

況。

另一方面，某些國家卻在市場氣氛好轉和經濟表現

改善後，隨即收緊貨幣政策。在2009年第四季及

2010年第一季，包括澳大利亞、中國、印度及馬來

西亞在內的若干亞太區央行已開始升息。

假若2010年經濟活動有進一步改善的跡象，一些新

興市場政府很可能會計畫逐步退出財政及貨幣刺激

政策。雖然如此，這些政府仍會緊記信用擴張過快

可能引致資產泡沫和經濟過熱。13 事實上，2010年
上半年的巨額資金流入已對某些國家響起警號，提

醒資產存在泡沫化的危機。不過，由於預期亞太區

及全球經濟復甦將會適度地放慢，資金流入速度應

會隨之緩和。

圖 4. 2008-2010年實質GDP成長率（2010年為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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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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智庫，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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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回顧：面對全球不景氣，亞太區展現復甦動力

國民儲蓄率微微下跌  

2009年，亞太區（日本除外）的國民儲蓄14佔GDP
的比重由38.5%略降至38.3%15，主要由於政府為抵

抗經濟危機而實施財政刺激政策，因而增加了政府

開支。

亞太區整體的國民儲蓄率跌幅僅屬輕微，並仍屬全

球國民儲蓄率最高的地區。不過，國民儲蓄率的下

跌在亞洲工業化經濟體更為顯著(-16.5%)，亞洲新

興經濟體及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跌幅較低。從這

點看來，這些經濟體內未來可用於投資的資金或會

減少。

2009年個人消費成長步伐放慢

大部份亞太區國家的2009年個人消費成長率均見放

緩，但主要由於中國和印度的增額不但抵銷了其他

地區的疲弱消費，還額外提供成長貢獻，個人消費

的總體水平已較2008年高。

儘管亞太區（日本除外）的個人消費由3.9兆美元增

加至4.1兆美元，其佔全球個人消費的比例仍不過是

14%左右。16 此外，區內已是連續第二年錄得健全

的個人消費成長，當中消費者信心的快速復元功不

可沒。事實上，於2009年下半年，在就業前景明朗

化等樂觀因素的鼓舞下，亞太區的消費者信心已經

強勢恢復。17 自此時期開始，企業及消費者情緒繼

續向好，而印度和中國的消費者信心尤其強勁，不

論對零售銷售和企業開支均有刺激作用。

與此同時，亞太區（日本除外）的實質政府開支有

10%的升幅，由2008年的1兆美元增加至1.1兆美元18，

因為區內各個政府加大刺激經濟成長的力度，力求

在全球經濟體從金融危機的影響恢復過來期間，盡

力推動金融體系的發展。

在推動財富成長的市場及其他因素方
面，亞太區率先引領全球復甦

2009年，亞太區市場推動財富成長的因素在2008年
大受打擊後收復失地。以股票和不動產為首的主要

資產類別大幅反彈。以下為過去一年多期間亞太區

最為矚目的市場變化：

		2009年股市市值飆升73.6%至16兆美元 19，成

功走出2008年縮水53.5%（見圖5）的陰霾，因

為投資人對金融危機的恐懼慢慢消褪，重回市

場。在中國、印尼和印度的帶領下，2009年亞

太區的反彈幅度遠遠高於全球股市市值的47.1%
漲幅。事實上，區內的新興市場整體上展現出

顯著的上升趨勢（34.1%20），其於2009年上

半年開始成長之時，較成熟的市場還未有復甦

跡象。2009年下半年其上升步伐略為減慢，因

為成熟市場的反彈漸漸增強；直到2009年底，

亞太區股市市值已重返接近危機前的水平。相

比下，全球市場在2008年將之前五年的成長抹

掉，到2009年底仍只能收復當中三年的成長。

		大部分亞太地區房價復甦，並從危機期間大

受打擊後恢復過來。香港的房價漲勢最強

勁，2009年上升20.8%21，部份上升動力來自

中國大陸的買家大規模入市。中國方面，房價

及售房量受惠於政府將多項政策逆轉帶來的正

面影響，例如2007年用於抑制房地產市場過熱

的稅項及借貸措施，均由緊轉鬆。投資需求的

增加亦推高中國的房價，另外，台灣房價亦有

18.3%的漲幅。22 澳大利亞房價亦顯著反彈，除

了因為投資人活動增加外，亦受惠於第二、三

房買家獲重新釐定利率。23

14 國民儲蓄 = GDP - [個人消費 + 政府消費]
15 經濟學人智庫，區域資料，2010年6月
16 同上

17 萬事達卡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http://www.masterintelligence.com，2010年5月
18 經濟學人智庫，區域資料，2010年6月
19 全球證券交易所聯會，股市市值統計資料， 

http://www.world-exchanges.org/statistics，2010年3月

20 特定地區的MSCI全球指數，www.mscibarra.com，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21 「全球不動產指南」，已就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期間的通膨作出調整的每月價格變動

22 同上

23 澳大利亞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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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回顧：面對全球不景氣，亞太區展現復甦動力

	道瓊斯全球精選REIT指數 (Dow Jones  Globa l 
Select REIT Index)的全年總報酬為32.2%，新加

坡的表現為區內之冠，呈83.7%的收益。24 亞太區

不動產（商用及住宅）預期在2010年需求復燃下

將能持續成長。2010年第一季，區內各地的不動

產銷售量及價格已因資金流入及寬鬆的信用條件

而水漲船高，並以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及越南的升幅

最大。25 在中國，2010年2月各大城市的平均房價

較去年高出達30%。26 同時，亞太區的商用不動產

投資的交易額增加37%，由2009年第四季的282億
美元增加至2010年第一季的386億美元；在日本、

澳大利亞和新加坡等主要投資市場陸續有投資人進

場。27 與此同時，專家亦密切注視此市場，提醒投

資人多加警惕。

		亞洲避險基金的報酬率高於全球平均值。 

Eurekahedge亞洲避險基金指數的2009年年度

報酬率為26.7%，較同期全球避險基金指數的

19.7%報酬率高出甚多。28 由於監管規定及其他

門檻的約束，目前亞太區避險基金的成長數量

仍然受到限制；不過，由於這些基金的績效出

眾，而且整體上對新興市場投資的熱情不斷升

溫，引起更多資金流入市場。隨著成熟市場的

避險基金受到監管機構的更多管控，同時基金

經理尋求配置更多資產於亞太區，資金湧入的

勢頭預期將會更快。29

		年內美元繼續急劇波動。在全球層面上，投資人

於2009年第一季買入美元，作為股市下跌時的避

難所。但到4月，隨著全球各地的央行加強挽救

24 道瓊斯，道瓊斯全球精選REIT指數，http://www.djindexes.com，2010年2月4日
25 「走出危機、變得更強」，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經濟報告2010年卷一》

26 同上

27 David Green-Morgan, DTZ 研究部，「亞太區投資市場報告，2010年第一季」

28 Eurekahedge 避險基金指數，http://www.eurekahedge.com/indices/default.asp，2010年5月10日
29 Saeed Azhar及Parvathy Ullatil，「逃避繁複監管，避險基金湧向亞洲」，路透社，2010年5月17日

圖 5. 2007-2009年股市市值的變動率（依國家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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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Ozforex，特定貨幣兌美元的歷史匯率，http://www.ozforex.com.au，2010年2月2日
31 「地區經濟展望：亞洲與太平洋：帶領全球復甦，中期重新找尋平衡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10年4月
32 道瓊斯，道瓊斯商品指數(DJUBS)，http://www.djindexes.com，2010年1月29日
33 MSCI大宗商品指數總報酬，http://www.mscibarra.com，2010年6月1日
34 Carolyn Cui，「金屬價格反彈，並可能繼續上漲」，《華爾街日報》，2010年1月3日
35 Kitco，倫敦下午定價，http://www.kitco.com，2010年2月11日
36 同上

37 「地區經濟展望：亞洲與太平洋：帶領全球復甦，中期重新找尋平衡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10年4月
38 Kitco，倫敦下午定價，http://www.kitco.com，2010年2月11日
39 世界黃金協會，「黃金需求的趨勢：2009年第四季度和全年」，2010年2月17日
40 世界黃金協會，「黃金投資分析摘要」，2010年4月
41 同上

42 美國能源情報署，Cushing, OK WTI Spot Price FOB，http://www.eia.doe.gov， 

2010年1月28日
43 「走出危機、變得更強」，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經濟報告2010年卷一》

經濟的政策力度，投資人開始捨棄美元。美國經

濟復甦相對其他國家疲弱，加劇了美元的下滑，

而直到2009年第三季，一些國家（包括澳大利

亞）已經開始升息，但美國聯準會仍然將主要利

率維持於接近零的水平。由於低息資金充裕，投

資人借入美元購買股票、黃金、大宗商品及其他

貨幣。年底，美元兌大部份主要貨幣均走低，特

別是巴西里爾(-25.2%)、加元(-14.3%)及英鎊

(-9.9%)。30 大部份亞太區貨幣（日圓、越南盾

和港幣除外）兌美元亦有升值，因為在2009年
不僅資金再度流入，本幣債券的收益率亦顯著下

跌。31

	 2009年商品價格強勁上漲，但是未能挽回2008年全

部損失。2009年道瓊斯瑞銀商品指數（Dow Jones-
UBS Commodity Index，簡稱DJUBS）上漲18.7%，

於2008年則下跌36.6%。32 2009年，全球經濟復甦的

預期刺激金屬需求上升，同時對通膨的擔憂帶動避

險情緒高漲，為此商品價格反彈。MSCI亞洲（日

本除外）大宗商品生產商指數（MSCI All Country 
Asia excluding Japan Commodity Producers Index）
的成長率為89.6%。33 全球方面，由於工業需求飆

升，銅價上漲139%，年底達到每磅3.3275美元34，

較2008年的高位低18%左右。銀價穩步走高，2009
年底上漲57.5%。35 汽車製造商對白金（用於催化

轉化器）及鉛（用於汽車電池）的需求強勁，帶動

這兩種金屬的全球需求成長。直到年底，白金的價

格攀升63.3%至每盎斯1,466美元36，鉛的價格則上漲

逾一倍至每公噸2,416美元。2010年第一季大宗商品

的強勁走勢及穩健需求在亞太區特別顯著，尤以中

國為甚37，預計這將推動澳大利亞、印尼及馬來西

亞等天然資源豐富的經濟體獲得更多私人投資。

  投資需求普遍，2009年金價飆升。2009年金價

穩步走高，全年合共上漲26.9%。 38 12月初，

金價一度高達每盎斯1,212美元，但是年底時

遭遇獲利回吐，跌至每盎斯1,104美元。嚴峻

的經濟形勢影響了工業及珠寶行業對黃金的需

求，2009年分別下滑16.0%及20.0%。39 但是，

為對抗可能出現的通膨，加上美元走低，世界

各地的基金及個人投資人大量買入黃金。值得

注意的是，2009年中國及印度的央行成為黃金

淨買家，而此前數十年則以出售黃金為主。中

國為 2009年全球第二大的黃金買入國，在預

期短期通膨上升和收入水平提高的帶動下，預

期未來數年還會增加黃金買入量。 40 2009年第

四季，印度的珠寶需求較上一年增加27%，達

137.8公噸。41 金價在2010年上半年強勢持續，

但在下半年或會面臨下跌壓力，因為預期全球

利率將會上調。

  2009年底油價達到每桶 79.4美元，按年成長

78.0%。42 油價基本跟隨全球經濟走勢變動，年

初時下跌，之後隨著投資人對金融危機的擔憂

消退而開始攀升。油價上漲的另一個原因是預

計其長期需求向好，尤其是來自中國這些新興

市場的需求。然而，新興市場長遠對石油的需

求量存在不確定性。就以全球最大的原油消費

國之一的中國為例，我們無法準確得知其總石

油需求量當中有多少百分比是用作石油庫存。

中國亦正大量投資於另類能源，以減低未來對

石油的依賴。在2009年期間，中國的刺激經濟

方案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投資性項目屬於「綠

色投資」。43

2009年回顧：面對全球不景氣，亞太區展現復甦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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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全球就業趨勢 － 最新形勢」，國際勞工組織，2010年1月
45 經濟學人智庫，2010年4月，5月及6月
46 同上

47 同上

48 依據經濟學人智庫的商業環境排名（Business Environment Rankings，BER）計算

亞太區成長步伐有望在2010年及2011年
超越全球經濟

亞太區經濟成長有望在2010年及2011年超越全球

GDP擴張的速度，某程度上是因其內需及亞太區

內貿易往來續增，縱使成熟經濟體在危機過後尚在

尋求復甦之路，這應能抵銷向成熟經濟體出口仍然

疲弱的因素。

透過重點推動服務業和個人消費，未來幾年中國將

會專注於重新為經濟找尋最佳的平衡點。2010年
中，中國宣佈將會增強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彈性；不

過，如要評估人民幣兌其他貨幣會有多大的調整空

間，或這對中國國內購買力及消費力有何種影響，

則言之尚早。

印度、印尼和新加坡等其他國家很可能著重於資本

投資及技能發展，務求增強自身實力，推動出口

業。

此外，預期亞太區的就業水平反彈。亞太區內的失

業率還是高於危機前的水平，但仍低於全球平均

值。預期2009年的最終數據將會顯示東亞區的失

業率為4.4%，東南亞區及太平洋地區的失業率為

5.6%，以及南亞區的失業率為5.1%，全部低過最

初預測的水平。44

如不以總量指標計量，我們會發現各個亞太經濟

體的成長方式與步伐並不完全相同。在2010年，

預計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

GDP成長率分別達8.9%與6.6%，恢復到危機前的

水平，這是基於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亞洲新興經濟

體在經濟成長和工業生產量擴張方面率領亞太區勇

往直前。另一方面，亞洲工業化經濟體在2010年可

能僅得2.8%的成長率，雖然與亞太區其他部分比較

下成長步伐顯著較慢，但仍與全球其他成熟經濟體

同步。

預期中國實質GDP在2010年擴大9.9%45，成長速度

為亞太區最快。不過，GDP成長乃是政府在2009
年大灑金錢實施財政刺激方案的成果，因其推動了

基礎建設投資，並重新帶動物業發展的開支。寬鬆

的貨幣政策亦助長了GDP的初期成長，不過，中

國政府自2010年初開始已逐步收緊銀根，若此政策

持續，將會減慢經濟成長的步伐。在2011年，預期

中國的高速GDP成長將會稍稍放緩至8.3%。 46 長

遠而言，中國將會透過推動服務業和個人消費，專

注於重新為經濟找尋最佳的平衡點。

相反，由於印度的個人消費和投資大幅擴張，預

期印度的成長率將繼續加快，其2010年及2011年
的預測GDP分別為7.8%及8.1%。 47 事實上，預期

印度的中央銀行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在2010年將會逐漸加大緊縮銀根的力度，

以確保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漸漸遠去，印度經濟不會

過熱。

亞太區的整體經濟前景令人期待，因而吸引到全球

企業及私人投資的關注。雖然就新加坡與香港這類

非常倚賴貿易的亞太經濟體而言，其未來投資前景

已無復危機前美好，但是中國和印度的前景卻是一

片明亮。舉例而言，中國2009-2013年的經濟展望

較2004-2008年有極大的進步 48，反映出中國的實

體經濟實力已有所增強。

總括來說，這次金融危機著實證明全球經濟體不僅

是唇齒相依，而且，在區內一些國家和全球均經濟

低迷之際，亞太區亦未能獨善其身。不過，亞太區

已展現出較其他地區良好的復元能力，加上個人需

求強勁、區內貿易往來興旺以及消費水平利好經濟

發展，預期應能抵銷出口疲弱的影響，讓亞太區在

復甦之路上繼續表現亮眼。

2009年回顧：面對全球不景氣，亞太區展現復甦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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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9年底，亞太區富裕人士超過一半
資產屬股票及不動產

截至2009年底，在投資部位增加以及資產升值的效

應下，亞太區富裕人士有53%的資產為股票或不動

產（見圖6）。這顯示資產配置比例已恢復到危機前

的水平，而為了躲避危機而逃向現金類投資的趨勢

亦已扭轉過來。事實上，從亞太區以及特別是其新

興市場的市場及經濟體強勢來看，區內富裕人士的

資產配置於2009年底已出現明顯轉變。

主要轉變包括以下各項：

	 截至2009年底，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股票持有部位

佔其總資產的27%，高於2008年的23%，因為欣

欣向榮的亞太區市場吸引投資人入場，並推高資

產價值。不過，股票配置仍低於全球富裕人士平

均水平的29%。

	 不動產配置比例亦不讓股票專美，高達26%，較

去年的22%有所增加，更是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

的18%。這是因為區內物業的價格大漲，吸引買

家進場，並進一步推高價格。

	 現金類投資的部位由29%降低至22%，但仍高於

全球平均17%的水平。在經濟及金融環境充滿不

明朗因素之際，亞太區富裕人士還是對流動性高

的資產情有獨鍾。

	 亞太區富裕人士2009年底配置27%資產於股票，較在上一年的23%有所增加，顯示他們已重返股票市

場，而股票資產的價值亦見回升，新興市場的升勢尤其凌厲。亞太區富裕人士亦增加配置於不動產的投

資，由22%增加至26%，同時區內眾多主要市場的不動產價格已開始復甦。

	 亞太區富裕人士配置於現金類投資的比重從2008年的29%降低至2009年的22%。此現金水平雖然仍然遠

高於全球平均17%的水平，但是符合區內人士的長期行為模式，而現金水平下跌反映在危機最嚴竣時為

躲避風險而持有的現金，已有一部分重新流出。固定收益投資只佔資產的20%，與2008年相若。雖然這

個水平遠低於全球平均31%的水平，但與長期趨勢一致。

	 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仍主要投資於本區，儘管他們對區外投資的比重由上一年的33%上升至36%。

中國和印度的本區投資分別佔總資產85%與82%，兩地的市場及經濟均急速成長。對比下，日本富裕人

士的投資組合在地理分佈上仍然較為分散。

	 隨著亞太區富裕人士重新平衡投資組合，至2011年，預期亞太區富裕人士將會增加對股票及固定收益工

具的配置，而持有現金類及不動產部位的相對比例將會下降。由於預期亞太區富裕人士將會追求其他地

區（特別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興市場）的投資報酬及機遇，亞太區富裕人士對本區的配置將會降低。

亞太區富裕人士特別鍾情	
配置股票及不動產於投資組合

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特別鍾情 
配置股票及不動產於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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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特別鍾情配置股票及不動產於投資組合

		亞太區富裕人士在2009年持有固定收益工具的

部位只佔20%，遠低於全球平均31%的水平。但

這並不稀奇，因為如印度這類新興市場的債市

發展仍未成熟，因此可提供的投資選擇不及發

展較成熟的市場豐富。

隨著市場止跌回升，富裕人士投資於股票及不
動產的部位上升

在 2009年，股票佔富裕人士資產的比例攀升至

27%，因為全球股市市值上漲，在中國和印度等

本區市場更是大幅飆升（見「2009年回顧」）。

這個配置比例甚至高於2007年、金融危機尚未完

全顯現時的數字。然而，日本、台灣及印尼的富

裕人士維持較低的股票配置比例，大約為19%或

20%。這類市場的債市發展已非常成熟，而且傳

統上富裕人士偏好固定收益及不動產投資多於股

票。即使台灣及印尼的國內股市於2009年暴漲，

亦未有改變這個情況。日本方面，股市於2009年
的6.1%報酬率無甚突出，自然未能引起很大的入

市意欲。

中國富裕人士的股票配置比例最高（見圖7），在

2009年底，中國富裕人士將資產總值的42%投資於

股票，而印度富裕人士的股票配置比例為32%。中

國富裕人士對國內股市的興趣與日俱增，而且中國

股市亦一直領先全球市場。在2009年，中國富裕

人士配置於股票的比例增加13個百分點，此增幅冠

絕所有亞太區市場。另一方面，印度的資產價格上

升、實體經濟顯現成長跡象，亦促使印度富裕人士

投資股票。2009年印度的GDP成長近7%，而截至

2009年底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及孟買證券交易所的

總市值增加超過一倍，達到25,313億美元。

相對於區內富裕人士的總體水平，亞太區超富裕

人士的股票投資比例略高 (30%)，符合超富裕人

士因可支用收入較高而更積極追求風險與報酬的

投資傾向。

圖 6. 2006-2011年亞太區富裕人士金融資產配置（2011年為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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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括：商業不動產、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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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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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特別鍾情配置股票及不動產於投資組合

2009年富裕人士持有的不動產部位亦大增。2009
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資產總值中，有26%為不動

產，趨近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與此同時，區內不動

產市場已延續或重拾升勢。

更具體來說：

		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持有住宅類不動

產49佔整體不動產的比例由59%略升至60%，若

加入日本百分比則為53%。區內許多投資人仍然

視住宅類物業為極具吸引力的投資項目，因為

黃金地段的住宅長期以來一直供不應求。2009
年，亞太區豪宅價格上漲了17.1%50，香港、上

海、北京等城市的漲幅更是超過40%51，創全球

最高價。 52 中國富裕人士偏愛住宅類不動產投

資，佔整體不動產投資的70%。

		亞太區的商用不動產漸受青睞，不過區內富裕

人士的不動產投資中商用不動產的配置佔24%，

仍然低於全球平均27%的水平。南韓富裕人士配

置商用不動產的比例最高(58%)，因為該市場

有著獨特的因素，包括有利房東的租賃制度以

及穩定的空置率。

		亞太區各地的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投資

仍然不普及，因為市場規模仍然很小，而且不

是所有市場均提供此類產品。事實上，日本、

新加坡及香港市場合共已佔有區內REIT總市值

的91%，而日本富裕人士配置投資於REIT部位

的比例亦遠高於所有其他亞太地區（佔總不動

產部位的23%）。不過，預期未來REIT將能大

展拳腳，因為多個國家正在籌備推出REIT，

蓬勃發展的中國也是其中之一。各國政府希望

透過REIT提供另類的直接不動產投資方法，

藉以紓緩房價的上漲壓力，而且亞太區投資人

亦開始考慮投資這些資產類別。 53 隨著經濟環

境有所改善，以及寬鬆信用條件支持不動產市

場的價格，亞太區REIT在2009年取得亮麗的

報酬。2009年，標準普爾亞太區REIT基準指

數(S&P Asia-Pacific REIT Benchmark Index)
上升36.0%，略微高於標準普爾全球REIT指數

(S&P Global REIT Index)的33.7%。54

圖 7. 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金融資產分佈（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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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不包括主要住宅

50 Knight Frank，國際優質住宅價格指數

51 Knight Frank，「2010年全球財富報告」，http://www.knightfrank.com
52 Kay Coughlin，Christie’s Great Estates總裁兼首席執行官，2010年4月凱捷訪談

53 「中國準備引入REIT為熱烘烘的房地產市場降溫」，《中國日報》，2010年4月26日
54 標準普爾指數(S&P Indices)市場數值，全球不動產和REIT（2009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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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特別鍾情配置股票及不動產於投資組合

55 「成長能力吸引投資人，印尼盾是2009年亞洲表現最好的貨幣」，Jakarta Globe，2010年1月1日
56 「流入全球避險基金的資金將有五分之一落戶亞洲區」，路透社，2010年3月1日，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201HJ20100301

亞太區富裕人士持有的另類投資部位仍然很少

亞太區富裕人士在2009年持有的另類投資佔投資組

合總值5%，與2008年的6%比較基本持平。這個百

分比跟全球富裕人士的平均水平大致相若，但亞太

區富裕人士持有的部位傾向集中於結構性產品及外

匯。其他另類投資產品，例如創投、私募股權及創

投基金在亞太區的數目較少，是由於監管制度令發

展緩慢的緣故。此外，許多投資人對這些另類投資

產品不熟悉，或對有關風險感到不安，因此他們不

傾向進行另類投資。

在另類投資產品中，結構性產品最受青睞，亞太區

（日本除外）富裕人士持有的結構性產品資產佔總

另類投資的比例為23%。日本富裕人士持有結構性

產品的相對比例較高(33%)，原因是日本長期維持

低利率，投資人因而透過多種不同途徑追求較高潛

在報酬率的產品。

外匯亦是廣受亞太區富裕人士歡迎的另類投資，截

至2009年底外匯投資佔另類投資的比例為24%，相

比之下全球富裕人士的平均水平僅為13%。這類資

產配置方式一般上反映出投資人希望規避本國貨幣

波動的風險，當中以印尼富裕人士的配置比例最高

(46%)，而2009年印尼盾的表現領先所有其他亞洲

貨幣，兌美元更升值16%。55

亞太區富裕人士於避險基金的配置（佔總另類投資

的14%）低於全球富裕人士的平均水平(27%)。由

於多項監管規定及其他門檻的約束，投資人在亞太

區可選擇的避險基金為數不多，目前亞太區佔全球

總避險基金資產的比例不足10%。不過，區內現有

的避險基金在2009年上漲近40%，顯著勝過美國及

歐洲的避險基金。56 若亞太區避險基金能持續表現

強勁，未來亞太區富裕人士可能增加配置到避險基

金的資產比例。

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仍偏愛本區投資 

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投資總值有64%集中於本

區投資，同時他們亦在其他地區尋找新投資機遇，

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和中東的新興市場。因此，配置

於本區的投資下跌3個百分點（依市場劃分的詳情

見圖8）。 

圖 8. 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之投資地理分佈（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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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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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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仍然是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主要資產類別。事

實上，截至2009年底，亞太區富裕人士投資組合中

持有不動產的比重達26%，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

18%，較上年同期的22%亦有所提升。何以如此？

不動產價格回暖固然刺激了他們在2009年的投資意

欲，但這只是原因之一。

相比成熟的北美及歐洲市場，亞太地區的投資選擇

較為有限，因此富裕人士通常垂青樓宇（「直接」

投資）及其他不動產資產，作為主要的金融投資形

式。此外，不動產為亞太區富裕人士提供了投資

於較熟悉的市場的機遇，並且能夠分散配置投資品

種。因此，本國及本區買家成為亞太區不動產投資

的主力軍，而全球其他地區的不動產則有更多來自

海外的投資人。

面對全球經濟衰退的衝擊，亞太區不動產未能倖

免，尤其是在2009年上半年。然而隨著經濟形勢

好轉，區內各國政府紛紛推行寬鬆政策，將借款利

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致使下半年不動產價格大幅反

彈。財政刺激計畫進一步增加政府開支，變相將資

金注入區內的物業及基礎設施領域，為不動產價格

提供了支持。

可是，某些地區的不動產價格上升過快（尤其是中

國），觀察人士坦言樓市恐怕會出現泡沫。但也

有人表示房價虛高並不會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泡

沫，因為亞太區政府可能會直接干預不動產市場。

事實上，某些政府（尤其是中國及新加坡）已經著

手調控房價（詳見下文）。

不過，整體而言，亞太區不動產的市場行情受多重

因素影響，包括宏觀經濟與政治條件，以至監管及

資金成本等等。因此富裕人士如對特定市場上某種

不動產尤為垂青，往往是因國內市場形勢所致，例

如利率、監管規則，甚至包括租賃法等細節。而且

亞太區的個別不動產市場各具顯著特色，對投資人

的吸引力也各不相同。

2 0 09年不動產成為亞太區富裕人士的	
首選金融投資

就本區投資而言，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

投資於中國的比例為36%，香港為19%以及印度

為10%，因為這些地區的股票市場在2009年率先

反彈，吸引他們進場。日本富裕人士繼續偏好國

內投資（佔總本區投資的63%），但是他們的投

資地理分散程度亦是最高的。亞太區富裕人士投

資於北美和歐洲成熟市場的配置比例僅微升1個百

分點，佔投資總值的28%，這些地區的經濟反彈

仍然緩慢。

至2011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股票及固定收益
配置比例很可能上升

展望2011年，預期亞太區富裕人士配置於股票及

固定收益投資的比例將會分別上升至佔投資總值

的31%與25%。比例增加應是源於區內經濟成長強

勁，令富裕人士產生重新調整投資組合的強烈意

欲。不過，預期持有不動產的相對比例將會下跌8
個百分點至18%，因為在價格上升後，富裕人士將

會售出部份投資部位獲利。

除此之外，預期亞太區富裕人士亦會減少對本區的

投資，而在其他地區追求報酬及投資機遇，特別是

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興市場。舉例而言，預期投

資於拉丁美洲的配置比例將由2009年佔投資總值的

6%上升至2011年的9%。由於亞太區富裕人士希望

維持投資組合的分散程度，預期配置於北美與歐洲

成熟地區的資產比例與2009年水平（分別為19%與

9%）比較將會持平。

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特別鍾情配置股票及不動產於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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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亞洲不動產市場	—	投資人氣（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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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影響，印度才會錄

得此負平均報酬。若計五年

平均報酬率的話，印度的表

現應較佳，錄得正報酬。

金融危機對經濟發展成

熟的日本挫傷嚴重，壓

抑不動產開發及購買意

欲。

投資人氣高但不動產

投資報酬率低的市場

投資人氣高且不動產

投資報酬率高的市場

預期台灣的不動產投資人氣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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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政府意欲出手遏制房價上

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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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飆的房價，未來投資

熱情或會有所降溫。

馬來西亞政府正介入扶

助及擴大不動產投資，

未來投資人氣或會有所

提高。

註：(a) *因數據不全，印度年均報酬率是按過往三年計算；(b)亞洲各市場的不動產投資年均報酬率(%)乃是根據標準普爾全球房地產指數(S&P Global Property Index)計算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分析，2010年，標準普爾全球房地產指數 -「標準普爾指數市場數值，2009年第四季」

亞太區不動產市場的投資人氣各不相同

圖9顯示過去五年亞太區各不動產市場的投資人氣

與報酬。我們對推高不動產投資人氣的各種因素進

行強弱評分，當中包括產品與資金供應、政府政

策、監管及宏觀經濟因素等。

圖9顯示亞太區不動產市場的相對規模（「氣泡」

大小反映市值規模）、場內投資人氣及報酬率（分

別為y軸與x軸）。香港、日本、澳大利亞及中國的

不動產投資熱情最高，其實是預料之內，不過彼此

之間亦有明顯差別。下文深入探討幾個主要市場：

		中國： 2009年，中國樓市的復甦顯然比區內

任何其他市場強勁。城市化與經濟改革為樓

價推波助瀾，致使住宅與商用不動產內需強

勁。2009年底中國富裕人士的不動產配置升至

27%，對比上年同期僅18%，居區內最高水平。

然而，雖然中國的不動產市場有望保持強勁，

但政府經常干預國內市場，以稅務、貸款、投

資、住房等政策調控買賣氣氛。2009年初，政

府採取較寬鬆的政策，以期緩解全球經濟危機

的影響。然而，當2009年12月不動產市場重現

金融危機前的過熱跡象，政府再度收緊政策，

調控房價兼抑制炒房。此外，政府毫不降低外

資投資門檻，透過法規提高不動產交易的複雜

性與成本。面對種種制約，中國的不動產市場

可能依然會火熱難退，只不過價格將難免波

動。

		香港：不動產法律相對簡單和寬鬆，市場透明

度高，尤其是與中國內地相比。事實上，2009
年房價飆升在一定程度要歸因於中國富豪資金

的湧入，其佔豪宅買家的18.1%。57 為防止出現

57 Property Wire，「中國富豪熱捧香港豪宅」，201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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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Joyce Li，「香港豪宅市場火熱非常」，《華爾街日報》，2010年3月17日
59 Property Wire，「新加坡不動產市場需求猛增」，2010年3月17日
60 全球不動產透明度指數，仲量聯行，2010年

61 全球不動產透明度指數，仲量聯行，2010年；全球不動產指南，「日本不動產市場的情況」，2009
年10月29日；NuWire Investor，「日本推出新刺激措施，振興疲弱的經濟」，2009年12月9日

資產泡沫，香港政府嘗試透過收緊貸款以抑制

市場上漲，同時上調印花稅，尤其是豪宅交易

的印花稅。 58 整體而言，由於供應有限而需求

穩增，香港樓市基礎穩固，故樓價亦是全球數

一數二。由於香港不動產市場對內地、亞太區

及外國投資人較為開放，投資人氣有望保持高

漲。

		新加坡：樓市發展成熟，透明度高，且社會政

治環境穩定，有助吸引投資。由於樓價經過短

暫的危機衝擊後迅速回升，截至2009年末，新

加坡富裕人士的投資組合中，不動產所佔比例

從一年前的24%，大幅躍升到34%。從直接不動

產投資看，由於入市障礙少，本地區富裕人士

和外國投資人的購買熱情高漲。新加坡是亞太

區內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市場，經歷金融危機後，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強勢復甦。新加坡當局跟中國一樣，迅速採取

上調交易稅和印花稅等措施以助樓市降溫，防

範資產泡沫。 59 不過，由於市場穩定，所以投

資興趣依然不減。

		澳大利亞：被譽為全球透明度最高的不動產市

場之一60，因此備受外國投資人青睞。近期政府

政策有所調整，並承諾進一步促進跨境投資。

經濟危機期間，為穩定市場，當局曾降低利率

和大力增加基建開支。截至2009年末，澳洲富

裕人士的不動產投資配置比例為40%，與一年前

相比變化不大，但較2007年末增加28%。展望

未來，隨著人口快速成長以及住房供應有限，

樓價將會保持上升之勢。

		台灣：截至2009年末，不動產在富裕人士投資

組合中佔23%，較上年增加八個百分點。寬鬆的

貨幣政策，區內經濟環境的改善，以及內地與

台灣醞釀簽署促進兩岸經貿投資的金融合作備

忘錄的利好因素，均惠及台灣樓市。然而，由

於當局出手打壓樓市泡沫，預料未來一段時期

樓市投資熱情將會下降。

		馬來西亞：政府推出措施力挺樓市，有助烘托

投資氣氛。有關措施包括放鬆樓市管制、減

息，及放鬆外資投資限制。

		日本：不動產市場規模龐大，高度發達，但透

明度相對較低，與成熟的經濟形成反差，也會

削弱投資興趣。日本經濟受到金融危機的沉重

打擊，抑制了樓市發展和購買熱情。有鑑於

此，專家預計日本樓市的投資氛圍將會走下

坡。61

結論：不動產仍是亞太地區主要的金
融資產類別

金融危機高峰過後，亞太區富裕人士提高了全球和

本區的不動產投資比重。預計不動產仍將是亞太區

富裕人士首要的資產類別，同時富裕投資人將更多

地尋求顧問和財富管理公司幫助他們處理和整合投

資組合中的不動產投資，尤其是他們要求實現多樣

而優化的風險調整報酬。

通過風險分析過程，富裕投資人希望全面整合他們

的投資組合，並瞭解其投資組合的各個成份。為

此，財富管理公司需要開發合適的產品與服務來滿

足這些需要，尤應注意以下三點：

		產品創新。財富管理公司要提供更多關於不動

產的資訊、建議、產品和服務，這不僅限於本

地，還要擴大到整個區域乃至全球。除了必會

觸及的融資領域外，亦應把觸角延伸到間接投

資機遇的管理上，包括私募不動產、組合基金

等。財富管理公司若能在這一重要資產類別上

不懈創新和提供更多選擇，而且克服本區的法

律監管和市場環境多變所帶來的挑戰，則成功

指日可待。未來不動產資產需求將會保持旺

盛，所以在一些大型跨國機構打造卓越不動產

服務中心之際，本地和區內的財富管理公司亦

需在不動產類別上增強產品供應和服務質素。

		專業化。財富管理公司應安排專家／財務顧問

參與諮詢和產品開發流程。顧問應熟悉所屬市

場的不動產交易法規、稅務影響及其他相關問

題。當前，跨國諮詢機構與本地諮詢機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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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亞洲上市房地產協會(APREA)，2010年 – 不包括澳大利亞數據

63 Michael Plummer和Jeff Rabin，Artvest Partners，2010年4-6月凱捷訪談，紐約

64 為《全球財富報告》系列所作的嗜好投資研究分類

65 Michael Plummer和Jeff Rabin，Artvest Partners，2010年4-6月凱捷訪談，紐約

的策略性夥伴關係發展得如火如荼，這將為不

動產領域帶來更加專業的服務。

		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亞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

金市場雖然仍在發展階段，但市值規模已從

2001年的區區20億美元，成長到2009年的700
億美元。 62 如今，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市場都

在考慮出台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法規，預期投

資需求將會水漲船高。諸如馬來西亞等國家取

消市場管制，使得國內和國外投資人更容易購

買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財富管理公司可把握

機遇，將他們在成熟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市場

累積的知識與經驗移植到亞太區的業務當中，

並根據本地的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法規開發和

制定出適合於本地區的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平

台與策略，為富裕客戶提供客製化的產品和服

務。

亞太區富裕人士追捧有形資產投資

由於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財富成長速度持續高於其

他地區，奢侈品製造商及拍賣行均表示亞太區需

求急劇上升。不過從富裕人士的購買行為來看，

亞太區投資人對有形商品更為青睞，而實物資產

在金融投資策略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2010年《全球財富報告》中，我們提到一種新

出現的全球趨勢 一些富裕人士開始以「投資

與收藏並重」的心態看待嗜好投資。 63 這些富裕

人士將藝術品、珠寶、寶石、鐘錶以及其他有形

資產 64作為純粹金融投資以外的另類選擇，其購

買有形資產的原因之一就是看準它的升值潛力。

亞太區富裕人士當然亦抱有這種心態，他們長期

以來追捧黃金、珠寶等實物投資，就是看重它們

的有形價值、良好報酬、相對安全性，以及抵禦

通膨、貨幣風險等金融壓力的能力。

當全球不少金融市場還剛從危機後踏上復甦之

路，亞太區富裕人士已步出金融市場，尋求其他

類型投資產品。富裕人士對有形資產的興趣還擴

展到一系列嗜好投資，包括藝術品、葡萄酒以及

諸多其他收藏品。雖然亞太區富裕人士在出手時

只是借「投資收藏家」 65之名，但他們對有形資

產的鍾愛由來已久，將其作為分散投資組合的一

種手段。

推動富裕人士投資有形資產的因素不
限於經濟環境

財務報酬、通膨擔憂、貨幣風險等經濟考量顯然對全

球富裕人士加大有形資產類別投資起到了推助作用。

有些亞太區市場的投資產品不如成熟市場豐富，故選

擇有形資產也就順理成章。但某些社會文化因素亦致

使亞太區富裕人士偏好此類資產。例如：

		在某些亞洲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印尼

與泰國），富裕人士們對複雜的金融工具始

終不甚放心，投資策略更趨保守。富裕人士

如身處的金融市場波動較大或難以預測，投

資有形資產對於確保分散投資以及防範十分

關鍵。

		近年來區內財富不斷累積，對各種有形資產

的需求有增無減，進而吸引更多拍賣行及奢

侈品零售商來此開拓市場，引入更多資產類

別，令亞太區富裕人士有更多選擇。

		通常新貴富戶講究的是地位排場，富裕人士

購買藝術品、豪華汽車等奢侈資產既是為了

提高身份，又是為了炫富。

		傳統及文化因素對印度、中國等國家的富裕

人士採取買進並持有黃金的投資策略有著深

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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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Brook Larmer，「黃金的真正價值」，《美國國家地理雜誌》，2009年1月
67 僅指印度、中國、香港、台灣、日本、印尼及越南

68 凱捷顧問公司分析，2010年

69 「安特衛普『鑽石日』閃耀世博」，《中國日報》，2010年6月8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expo/2106-06/08/content_9947489.htm
70 「2009年藝術品市場走勢」，2010年3月，Artprice.com
71 「2007-2009年環球藝術品市場」，《衰退期間的藝術品交易走勢》，TEFAF

2009年，全球各大拍賣行還表示亞太區富裕人士

對高檔珠寶、寶石、藝術品、優質葡萄酒等有形

資產的購買熱情高漲。因此，蘇富比與佳士得目

前均將香港作為繼倫敦、紐約之後的第三大拍賣

中心。下文證明，亞太區投資人已日漸成為相關

市場的生力軍：

		雖然香港仍然是區內的主要拋光鑽石買家，但

中國的零售需求也突飛猛進，鑽石被作為結婚

紀念品而被推崇，受到年輕人和新貴富戶的追

捧。例如，近期有比利時官員稱，預計未來五

年後每兩顆出自安特衛普的拋光鑽石中就有一

顆賣給了中國人。 69（安特衛普是全球著名的

鑽石分銷中心。）

		中國已躋身全球第三大藝術品拍賣市場，在全

球藝術品拍賣市場所佔比重由2008年的7.2%
升至2009年的17.4%。 70 亞太區其他國家的藝

術品市場雖然規模不及前者，但也在穩步成

長。例如印度市場於2009年成長了6%。 71 過

去，亞太區藝術品市場基本局限於中國、印

度、印尼以及資歷較淺的香港。然而，近期新

加坡的拍賣市場十分火熱，得益於政府的大力

支持，新加坡正逐漸成為東南亞藝術品拍賣中

心。

		蘇富比亞洲報告指出，2009年其拍出的葡萄酒

中有57%由亞洲買家競得，而其中以中國內地

人士佔多數。因投資門檻低，買賣簡易，葡萄

酒對許多投資收藏界新手而言頗有吸引力。

有形資產為財富管理公司帶來新機遇

近年來，亞太區富裕人士開始廣泛涉獵各種有形

資產，財富管理公司可藉此良機在相關資產類別

上提供更多服務，包括存管服務、分散投資服

務、監管與稅務的諮詢服務等。

對財富管理公司而言，主要挑戰在於積累相關的

專門知識，因為直到現時他們在提供這些服務方

面的經驗還不算豐富。一些財富管理公司開始擴

大投資諮詢範圍，將藝術品、黃金等納入其中，

亞太區富裕人士對黃金情有獨鍾

亞太區富裕人士向來推崇黃金，皆因黃金易於流

通，亦可抵禦通膨及貨幣風險，且具有特殊的文化

意義。黃金被廣泛運用於各種慶典活動，包括婚禮

以及某些國家的宗教儀式，從而令黃金需求延續不

斷。以印度為例，黃金被視為財富的代名詞，儘

管人均收入微薄，但居民持有的黃金量高達18,000
噸，是該國央行黃金儲備的40倍有餘。66

事實上，亞太區67是全球黃金消費量最大的地區，

佔2009年全球黃金消費需求的44%。單計印度與中

國兩國就佔到了三分之一以上。雖然72%的全球黃

金消費需求都是用於珠寶，但亞洲富裕人士對純金

（金條與金幣）的投資比重亦較高，因為純金易於

儲存，且隨時可以買賣。

這也體現了亞太區富裕人士普遍偏好購買實物資產

的心理，雖有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和黃金期權，

但終歸不是心頭最愛。相比全球其他地區而言，亞

洲富裕人士更喜歡持有實金。

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富裕人士偏好「珠
寶、寶石與鐘錶」，而工業化經濟體的
富裕人士偏好「奢侈收藏品」

亞太區富裕人士對耐久型有形投資的偏好從其嗜

好投資中亦可見一斑。在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

的總嗜好投資中，珠寶、寶石與鐘錶、藝術品及

其他收藏品類別佔61%，高於2006年的52%。 68  

不過，亞太區不同國家富裕人士的偏好仍然各有

不同。

例如，亞太區工業化經濟體（例如澳大利亞、日

本）的富裕人士偏好飛機、遊艇、豪華汽車等奢

侈收藏品。而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富裕人士則較喜

歡珠寶、寶石與鐘錶（見圖10）。

2009年，香港、新加坡、台灣這類新興工業化經

濟體的富裕人士有兩成嗜好投資配置於其他收藏

類別，包括葡萄酒、錢幣、紀念品、古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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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投資人分散投資及規避通膨、貨幣等風險。

然而，這對不少財富管理公司而言都是一個全新

的領域，因為過去富裕人士通常會找有關領域的

專家來管理特定的有形資產。另一個相關挑戰就

是投資組合表現的衡量與評等。例如，隨著有形

資產投資日趨多元化，評價的難度以及將評價計

入投資組合表現記錄的難度也就越來越高。

財富管理公司可以考慮加強與拍賣行、保管機構、交

易所的合作，從而擴大該領域的服務範圍。以新加坡

自由港(Singapore FreePort)為例，其提供先進的最高

保安儲藏室，用於存放各種收藏及貴重物品，即使外

籍人士亦可租用，為投資收藏家提供一個保管貴重物

品、收藏品及其他有形資產的地方。

即使金融市場重整旗鼓，但未來幾年亞太區富裕

人士還會繼續依靠有形資產來分散投資組合。

財富管理公司需認真規劃對這些客戶的服務策

略 因為本區經濟前景可觀，財富水準不斷上

升，富裕人士階層將逐漸壯大。

財富管理公司需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瞭解需求的推動因素（文化、經濟等）以及
有形資產在富裕人士投資組合中的作用（分
散投資、安全保障、規避風險等）。

		進行投資組合衡量與管理，以及分散投資策
略時，正確計量有形資產。

		確保財務顧問在有關問題上受過正規訓練，
能夠向合適的富裕人士階層提供適當並具附
加價值的產品及服務。

		考慮與第三方（拍賣行、自由港、存管機構）
合作，確保客戶能夠享受具附加價值的服務。

		隨時掌握不同市場有形資產買賣的監管與稅
務影響動態。

雖然金融市場有恢復跡象，但亞太區富裕人士卻
會因經濟因素之外的原因而對有形資產保持偏
愛。須知一些有形資產具有特定的文化意涵，而
一些有形資產則被富裕人士視作複雜的、缺乏透

明度的金融產品的理想替代品 那些金融產品
正正就是金融危機的元兇。財富管理公司如要在
亞太區富裕人士市場上無往不利，首要任務是認
清有形資産在哪些方面對亞太區富裕人士具有曆
久不衰的魅力。

圖 10. 2009年亞太區富裕人士的嗜好投資配置（按市場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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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因取整之故，數據加總後可能不為100%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財務顧問調查，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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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金融危機時代亞太區富裕人士呈
現新特點

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機令亞太區的長期牛市戛然而

止，區內富裕人士大驚失色，他們原本還認為任

何投資策略都能賺取高額報酬。此外，鮮有人充

分意識到亞太市場與全球其他地區市場的命運不

可分割。

危機過後，亞太區富裕人士不得不重新評估投資

目標、策略、資產配置及風險狀況。與全球大多

數投資人一樣，亞太區富裕人士不免變得謹慎，

追求投資組合的均衡資產配置，並更著重與財富

管理公司及財務顧問的溝通。

2009年亞太區多個股市雖有大幅反彈，但亞太區

富裕人士似乎普遍不急於輕率入市。相反，在後

危機時代，亞太區富裕人士表現出以下特點：

		對虧損風險的敏感程度更甚於報酬預期。雖

然亞太區各大股市在復甦期間扶搖直上，但許

多富裕人士並未像危機爆發前一樣全身投入市

場，以為一切十拿九穩。這種謹慎態度說明亞

太區富裕人士已經意識到，以危機期間多數市

場遭遇的重擊為鑒，任何市場升勢都可能轉瞬

即逝；並借鑒某些客戶的長期財務目標，明白

到追求報酬的短期策略不一定帶來最好績效。

由於投資手法更加深思熟慮，並以目標為導

向，亞太區富裕人士的心態較危機之前有明顯

轉變。

		更加瞭解自己的真實風險承受度。牛市讓人的

風險意識變得鬆懈，亞太區富裕人士之前所

承擔的風險可能就超過了自己的實際風險承受

度，但由於投資組合一直獲利頗豐，也就對這

些投資決策深信不疑了。

		更著重與財務顧問和財富管理公司的相互溝

通。危機爆發之前，財富管理公司與財務顧問

只要幾種產品就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而這些

產品一般來自公司內部。然而，現在亞太區富

裕人士希望能有更多樣化、更客製化的產品和

更詳盡的審核程序。他們在作出投資決定上花

費更多時間，拉長了投資週期。

		更注重均衡資產配置。在牛市上升階段，亞太

區富裕投資人的主要目標是追求報酬，而非

實現投資組合的均衡資產配置或維持資產流動

性。然而在危機期間，高槓桿率投資人的損失

最為慘重，如此方意識到投資組合缺乏足夠的

流動性。現在，財富管理公司正幫助富裕人士

對投資組合進行重新評估，以實現均衡的資產

配置，達到長期目標（例如為退休做準備）或

其他財務目標（例如保值或增值）。

後危機時代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態度，顯示他們需

要從根本上更好地瞭解所投資的資產、資產所在

地及資產評價方式，並急切需要具附加價值的建

議及符合其風險狀況及投資目標的投資選擇。這

對財富管理公司提出了三個重大方面的要求：

		透明度與簡化。許多富裕客戶感到對危機造

成的損失一無所知，因為他們沒有全面瞭解

他們投資的產品、評價、風險、表現及收費

與全球其他地區的富裕人士一樣，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讓亞太區富裕人士的心理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但隨著財

富管理公司依照富裕客戶的新需求調整策略，有關亞太區的投資人差異性、行業成熟度、市場演變及監管方

面的獨特問題層出不窮，令策略性轉變的執行困難重重。

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亞太區財富管理公司在面對客戶新需求而調整策略	
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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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現在，他們希望獲得更詳細的產品披

露聲明，清楚自己的投資標的，同時也希望

獲得更詳細和更新更頻繁的投資組合動向與

表現報告。

 	 	具價值的建議。隨著富裕客戶詳細深入地考

慮投資選擇，便越來越希望獲得專業和客觀

的投資建議，並根據他們的財務目標和風險

承受度，訂立適當的投資策略方案。

		投資組合與風險管理。經 過 這 次 危 機 的 洗

禮，亞太區富裕人士尤其希望掌握投資組合

的風險何在，從而實現更加均衡的資產配

置。因此他們需要更多證據（例如風險情境

分析）作為投資決策的指引。

值得一提的是，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期望與全球其

他地區的富裕人士其實大同小異，但是他們的需

求對亞太區財富管理公司來說卻屬特殊挑戰。由

於財富管理公司希望通過調整策略來更好地服務

富裕人士，新客戶需求對產品與服務以及客戶服

務模式帶來尤為沉重的壓力。在這個過程中，區

內財富管理人才短缺的問題也顯得突出。

亞太區財富管理公司面臨產品及服務、客戶
服務模式和人才方面的挑戰

財富管理產品一直在演變，但是在牛市時期，因

為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獲取投資報酬，加上富裕客

戶對財富管理公司推薦的產品來者不拒（儘管這

些公司嚴重依賴內部開發的產品），所以亞太區

財富管理公司幾乎沒有動力進行根本性的變革。

然而，隨著後危機時代的到來，亞太區財富管理

公司必須加倍努力，方能滿足富裕客戶不斷變化

和有別於以往的新需求。若要使自身的財富管理

理念契合富裕人士愈發提升的標準，財富管理公

司需要重新審視他們的產品與服務，以及他們與

客戶的互動溝通方式和服務模式，還要提供營運

支援，確保這些理念付諸實現。在一個遍佈著形

形色色市場的地區，完成這樣的任務並不容易；

就策略的執行而言，區內的各個地方，甚至同一

地方的不同財富管理公司都有千差萬別。

產品和服務

提供亞太區富裕人士更廣泛或者專業化產品表面

上雖然不難，但是產品及服務的變革，意味著許

多財富管理公司不能再安於現狀。成熟市場的財

富管理公司早已把目光轉向開放式架構和高端服

務，以期滿足細分市場的需要或者拓寬產品服務

範圍，而本地區的財富管理公司卻仍過去，倚賴

他們的專有產品。

一些亞太區財富管理公司不願放棄其專有產品，

因為這既能保證利潤與佣金（尤以內部開發產品

最賺錢），也不會得罪富裕客戶。事實上，客戶

們整體上滿意他們最近幾年從本地區火紅的市場

中取得的報酬，至於理財產品之間的競爭，他們

反倒不大關心。然而時至今日，倘若亞太區財富

管理公司無法提供更加完善而合適的產品（不論

來自於內部或者第三方廠商），真正滿足富裕客

戶的個人風險和資產配置之需要，那麼客戶一定

會棄之而去。

意識到現實的緊迫，一些財富管理公司已經著手

推行開放式架構，開展產品合作，旨在拓寬產品

範圍及增進專業經驗。儘管這些辦法在成熟市場

奏效，可是在亞太地區卻水土不服，因為長期以

來本地的業務模式、人員、組織、流程和技術都

是圍繞專有產品模式構建的。有的跨國財富管理

公司來到本地區後，採取一種「有引導的」開放

式架構。在此之下，預先從「開放市場」選擇產

品，並根據不同的風險情境定制範本，這與標準

投資組合的模式十分相似，其目的是防止經驗不

足的顧問靠猜測去制定投資組合。但是，經歷金

融危機後，這些公司意識到他們需要採取一種既

有全域性又能體現個別客戶差異的模式，從而滿

足當今客戶的需求。

以開放式架構來說，採取這種架構會造成方方面

面的影響，給亞太區財富管理公司帶來多重挑

戰，包括：

		客戶報告與產品審核。如一間財富管理公司

提供另一間公司的產品，該公司不僅要滿足

自身的報告及合規準則，還要滿足這些第三

方產品的報告及合規準則。如果公司以專有

產品為主，則需修改程序及標準規定，以納

入更多法律免責聲明與披露資料、評價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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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記錄等。他們還要能夠在客戶結單及記錄

中報告這些產品的潛在波動性。

		第三方產品諮詢。財富管理公司需對財務顧

問進行培訓，使其精通產品的特點及風險，

包括就是否滿足客戶的財務目標及風險承受

度對內部和第三方產品進行比較。

		建構風險模型。為妥善管理風險及平衡資產

配置，財富管理公司必須能夠正確評估第三

方產品、追蹤其表現，以及準確把握投資組

合中內部產品和第三方產品的關聯性。這就

需要開發全新的模型以及增添服務職能。

		其他操作性問題。雙方平台必需整合，確保

第三方公司及財富實現無縫對接，產品資訊

（例如披露資料）的傳遞暢通無阻。

即使財富管理公司能夠克服挑戰，推行開放式架

構及開創合作管道，但這些策略並不能化解亞太

區綜合產品及服務設計的所有難題。畢竟各市場

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而且監管機關也可能對公

司的主要產品及服務施加限制。

例如，亞洲工業化經濟體（日本、澳大利亞、紐

西蘭）的產品範圍（見圖 1 1）豐富多樣，而亞

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新加坡、香港、南韓、台

灣）和亞洲新興經濟體（中國、印度、印尼及泰

國）的產品範圍則大多介於中端到低端。

這讓財富管理公司陷入兩難，一方面富裕客戶需

要精密產品，另一方面產品線受國內金融體系成

熟度或產品特定監管的限制。以日本為例，富裕

人士對於財產繼承規劃顯示濃厚興趣，但法規卻

禁止在北美或歐洲十分常見的信託服務模式。因

此財富管理公司需在監管框架內為客戶找到理想

的替代品。

在印度等國家，REI T、固定收益工具及大宗商

品市場仍然發展程度不高。此外，某些財富管理

公司（例如外資公司、區內公司或國內公司）的

業務亦可能受到監管的限制。

儘管如此，隨著區內市場愈發成熟，財富水準逐

漸提高，可以明確的一點是，要想滿足後危機時

代亞太區富裕人士的需求，盡力貼近富裕人士的

心意，財富管理公司現在就要為自己做出適當的

定位，才能為未來成長鋪路。為了執行策略，擴

圖 11. 亞太各地區財富管理產品的成熟度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分析，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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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產品、服務與相關諮詢服務的範圍，並提高其

客製化程度，不少財富管理公司已著手對客戶服

務模式進行了必要的相應改革。

客戶服務模式

產品和服務策略對財富管理業務的其他方面也有

影響。舉例而言，在財富管理公司，開放式架構

是大勢所趨，但這意味著未必人人都有足夠的知

識來解答客戶對於產品抉擇及其合適性的疑惑。

為了順利實施產品及服務的策略，一些財富管理

公司採取了集中專家資源（如產品、風險、產業

專家）建立客戶服務模式。

專家庫可支援顧問與富裕人士客戶進行有效的互

動溝通，假若缺乏這些支援，顧問可能無足夠能

力幫助客戶瞭解各類產品，或者向客戶解釋有關

產品如何符合客戶的投資組合策略和財務目標。

進入後危機時代，團隊顧問模式異軍突起，個人

顧問模式則是風光不再，因為前者能夠更好地滿

足亞太區富裕人士不斷變化的需要，尤其是：

		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專長。投資專家和投資

組合專家可幫助富裕人士實現更為均衡的投

資組合配置，適應客戶的投資目標和風險偏

好。他們可為客戶提供豐富詳盡的資訊，包

括流動性、鎖定期、報酬狀況等，而且對內

部和第三方產品的風險特性、情境分析以及

產品波動性均有深入研究。

		專業、一致、具附加價值的建議。各專家均

為所在領域的專業人士。在此模式下，縱使

客戶的顧問換做他人，財富管理公司亦可為

客戶提供一致的建議。顧問可於必要時得到

專家幫助，從而專注精力維護客戶關係，而

富裕人士則可與專家互動溝通及詳商投資選

擇，突顯這些建議的寶貴價值。 

財富管理公司可調整團隊模式，以適應自身的人

才庫規模、公司規模、地域涵蓋範圍、目標組別

等。例如，有的財富管理公司僅在前線顧問無法

滿足客戶的特定需要時，才會動用核心團隊的專

家。專家在有需要時出手援助，這樣顧問便可為

客戶提供一個專家團隊作為後盾，在特定時候直

接滿足客戶需要。 

跨國銀行則是採取另一模式，即在總行和各地分

行設立專家團隊（見圖12），從而為富裕人士客

戶提供範圍更廣的專家服務（專家覆蓋更多的市

場、產業和投資產品，並涉足更多的專業領域，

圖 12. 核心團隊模式 — 適合地域分佈廣博的財富管理公司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分析，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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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010年凱捷／美林財務顧問調查

73 凱捷主管訪談，2010年7月

如企業融資、法律、審計等）。這種模式亦可稍

作改進，安排資深顧問成為經驗尚淺的團隊成員

的導師，促進知識的傳授。

然而，此類客戶服務模式也有一些與生俱來的問

題，比如專家未必願意安居幕後出謀劃策，而是

喜歡親自上陣，現身說法；報酬的分配也很棘

手，因為只有客戶經理才直接面對客戶，但是來

自客戶的利潤卻是團隊合作的果實。

採取專家庫模式的財富管理公司亦必須確保服務

緊緊圍繞亞太區富裕人士的其他關切點來提供服

務，尤其需注意透明度。現在，富裕人士客戶對

財富管理公司及其產品、風險特質、具體費用結

構、資訊披露等方面的透明度有著越來越高的期

望，所以財富管理公司必須訓練他們的客戶服務

組織透徹理解有關的產品、風險、費用結構並傳

達給客戶，適時適當地為客戶提供最新資訊，讓

他們瞭解投資組合的狀況和表現。

團隊模式需要大量專家才能正常運作，若要實現

高效運作則更為不易。在亞太地區，並非所有的

財富管理公司都擁有（或者能夠招募到）足夠人

才來組成專家庫，亦未必能夠整體上滿足後危機

時代富裕人士客戶愈發提高的要求。

人才管理

為了適應新的富裕人士需求，亞太地區財富管理

公司非在用人策略上多下苦功不可。在後危機時

代，顧問必須諳熟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的原則，

對產品進行審核，並能闡釋競爭對手提供的產品

與服務。然而，亞太地區的專業人材還很匱乏，

許多顧問尚且稚嫩，欠缺經驗。

數據 72顯示，亞太區（日本除外）近六成的顧問

都不超過40歲，反觀北美洲和歐洲，40歲以上的

顧問分別佔到85%和50%。另外，亞太區（日本

除外）的顧問平均只有9 .3年的從業經驗，在所

就職財富管理公司工作的時間亦不到六年。這與

北美洲平均23.8年的從業經驗和20年的在職時間

相差甚遠。

因此，現在亞太區財富管理公司的當務之急是訓

練和培養能夠滿足新的客戶期望的前線顧問。具

體而言，業界高管認為，顧問最需要多加培訓和

支援的當屬諮詢技巧、領域知識和產品知識（見

圖13）。

實際上，財富管理公司確實投入了大量資源來培

訓顧問，因為他們深知，稱職的顧問是公司在現

今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財富管理公司實

行導師制促進知識的分享，讓有經驗的顧問與年

輕員工搭檔，提攜後進，甚至不惜增加預算，務

求確保顧問具備適當資質，展現出當今富裕人士

客戶所期望的能力，包括產品（包括第三方產

品）、風險管理及其他範疇的投資策略（如行為

財務學）上的專業知識。更有公司在內部實行或

者與地方大專院校合作舉辦畢業生培訓及實習計

畫，充實自己的潛力人才基礎，為長遠作準備。

不過，為了構建完整的人才通道，財富管理公司

亦已開始從內部各個崗位選拔人才，而不是一味

地挖競爭對手的牆角 這仍是現時不少財富管

理公司的惡習。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公司要以

高瞻遠矚、未雨綢繆的策略來留住人才。財富管

理公司的名氣越大，越容易留住顧問。另一個吸

引顧問留在公司的因素是公司能為客戶提供豐富

多樣的產品，也能為顧問提供清晰的事業發展路

徑與成長機會。當然，諸如組織文化（如工作與

生活相平衡）和薪酬待遇等，亦都是很重要的因

素。 73

精心計劃這些策略來吸引、培養和留住顧問人

才，使他們可以長久效力下去，這將是亞太區財

富管理公司順利成長的關鍵，畢竟人才彌足珍

貴，而需求總在成長。更重要的是，一家公司如

果缺少必備的技能和實力，那麼任何想要改善業

務運作（包括產品及服務和客戶服務模式）的努

力恐怕都要付諸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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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專題報導

結語：財富管理公司需要全方位管理新的客
戶主導型策略可能對營運帶來的影響

金融危機過後，亞太區富裕人士重新審視了他們

的投資方法和優先需要，這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富

裕人士十分相似。儘管金融市場復甦，並且本區

經濟前景向好，但是亞太區富裕人士依然小心翼

翼，他們希望得到真正適合自身風險狀況的產品

與服務，同時使他們的投資組合實現更為均衡的

資產配置。

不論現有或是新晉富豪，這方面的需求都很迫

切，今後隨著本地區的富裕人士越來越多，滿足

這些需求將成為財富管理服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因此，財富管理公司需要清楚如何進行自我

定位，才能不斷制定出亞太區富裕人士認為合符

投資價值的財富管理方案。 

就此而言，財富管理公司必須認清和確定他們準

備服務的富裕人士組別，推行既定的客戶策略，

還要克服亞太業界的營運和監管阻礙、利潤率萎

縮和人才短缺等挑戰。 

至於究竟選擇哪條途徑，每家財富管理公司自然

要結合自身情況（規模、地域分佈、目標族群

等）而定。但是，為了確保新的客戶主導型策略

能夠奏效，財富管理公司需要重新評價業務模

式、服務能力、流程和技術。

對大多數財富管理公司而言，必須作出以下方面

的改變：

		業務模式–當公司決定是否及如何利用第三

方的專長、產品與服務，以及如何管理相關

的利潤率壓力後，便要考慮改變業務模式。 

		人員–堅持培養人才，增強顧問能力，尤其

是諮詢技巧以及相關的產品和領域知識。財

富管理公司不能總是指望挖掘競爭對手的人

才，而應制定長遠策略來吸引、培養和留住

自己的人才。公司亦應確定何種組織模式最

能讓專家們各展所長，並促進知識的分享與

傳授。 

		流程–不斷改進流程，保證產品及服務和客

戶服務模式的必要變革順利實施。隨著開放

式架構的興起，公司應針對第三方產品的特

點，擴大投資組合報告的範圍、提供深入的

風險分析以及全面的投資和資產配置建議。

		業務營運和技術–因應客戶服務模式的前線

變革之需要，對業務營運和技術作出相應變

更，同時大力實施平台整合。 

步入後危機時代，富裕人士客戶的需求愈發提升

和嚴格，亞太地區財富管理行業的壓力可謂不

輕。對財富管理公司來說，唯有提供豐富多樣的

產品與服務，革新的客戶服務模式，並且注重培

養自身實力，方能把握長遠機遇，不斷開拓市

場。這些舉措實則相互聯繫、相互促進，關鍵是

要從全方位角度管理，確保每一環節相輔相成。

圖 13. 亞太區財務顧問需要大力培訓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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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亞太區財富報告》主要研究12個核心市場：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印

度、印尼、日本、馬來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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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市場規模模型涵蓋了亞太區內18個國家與區域。經

濟回顧部份研究了區內11個核心市場，不包括馬來西亞。資產配置部份則研究10
個市場，不包括紐西蘭及泰國。不動產專題亦研究了區內10個核心市場，不包括

紐西蘭及南韓。 

我們使用凱捷顧問公司的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 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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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估算，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 ional  Moneta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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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國家的總財富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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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人智庫的協

助下，我們已獲得最準確的數據；故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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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富分配在各個國家均有不同，故此計算時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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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 ight)、經濟學人智庫及其他

國家的統計數字所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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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斷地改良我們的總體經濟模型，加入更多影響財富創造的本土經濟因素到分析過

程中。我們與全球各地許多公司的同仁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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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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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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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計算，所以一至兩年內

貨幣大幅升值影響極小，可以忽略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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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ana van der 
Linde、William Sullivan及Nikhil 
Shinde對本報告的總體指導； Sanket 
Gupta、Dhawal Jadhav、Ashish 
Kanchan、Rajat P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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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ushan Joshi、Lai 
Kiun Foong、Wayne 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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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Boughner在全球範圍的持續支持。

美林的Selena Morris、Chia-Peck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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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 Guan 
Lim、Francis Liu、Miwa Ohmori、Chris 
Selby、Atul Singh、Wilson So、Sharmila 
Whelan與其他美林資深人員針對產業趨

勢提供專業建議。

我們感謝數百名來自凱捷公司、美林及其

他機構的理財顧問與區域專家，參與我們

的調查和主管訪談，使研究結果更具有

效性，且增加分析的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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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N AMRO Bank Singapore；ANZ 
Private Bank；Artvest Partners；BNP 
Paribas India；CIMB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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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HSBC India；ICICI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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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凱捷金融服務
作為全球著名的諮詢、技術和委外服務提供者之一，凱捷(Capgemini)的客戶能使用各種科技進行改革與運作。凱捷透過獨特
合作方案──協同業務體驗(Collaborative Business ExperienceTM)，提供深入情勢分析和解決方案，協助客戶充份自由發揮，取
得卓越的成效；凱捷運用Rightshore®全球服務模式，通過有效平衡全球各地的最佳人才資源，為客戶創建與提供最優化的解
決方案。凱捷的營運遍及30多個國家，2009年的全球營收達84億歐元，全球擁有逾90,000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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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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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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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留住現有客戶，贏得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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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捷公司總部

北京 +86 10 656 37 388

清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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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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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0位財務顧問，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為客戶管理資產總額約1.4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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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萬美元以上的人士。在美林全

球財富管理內，私人銀行及投資部(Private Banking & Investment Group)為超富裕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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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 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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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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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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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 Boughner，電話：+1-312-451-8338

有關美林財富管理的媒體諮詢，請聯絡： 

Chia-Peck Wong，電話：+852-2161-7746（亞太區）  

Selena Morris，電話：+1-212-236-2272（全球）

©2010年美林與凱捷版權所有。

©2010年凱捷(Capgemini)與美林財富管理(Merrill Lynch Wealth Management)版權所有。凱捷與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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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名稱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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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書面同

意之下，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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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資料僅供參考，若向任何國家的人士或實體發出、傳播或供其使用本文資料違反相關國家的法律或

法規，或美國銀行控股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包括美林）或凱捷需要遵守相關國家的許可或註冊規定，則

不擬向該等人士或實體發出、傳播或供其使用本文資料。本文並無意圖作為美國銀行或美林旗下任何實

體提出的銷售或提供任何特定金融賬戶、產品或服務的明確邀約，或申請該等金融賬戶、產品或服務的

明確邀請。美國銀行與美林並未在受禁止的司法管轄區提供賬戶、產品或服務，因此，美林財富管理並

非在所有國家或地區開展業務。

美國銀行控股公司並非《1959年澳大利亞銀行法》所界定的認可接受存款機構，亦不受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監管。

本文資訊僅為一般訊息，並無意圖且不得作為提供予使用者的專業建議或意見，或任何特定方法之建

議。本文並非對使用者提供適當方法或步驟之完整陳述，並未考慮到使用者的具體投資目標或風險承受

度，亦並無意圖作為達成證券交易或以其他方式參與任何投資服務之邀請。本文僅旨在向使用者提供潛

在有用資訊，本文內容是依據「目前現狀」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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