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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凱捷顧問公司（Capgemini）及加拿大皇家銀行（RBC）財富管理在此榮幸地為您獻上《2012 年亞太財富報告》。
本報告針對亞太區不斷增長的富裕人士進行分析。所謂富裕人士，是指至少有 100 萬美元 1 可供其用於投資
的人士。
在本次研究中，我們首次發現 2011 年亞太區的富裕人士超過全球其他地區。然而，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構成
及增長均十分獨特，對於財富管理公司而言存在一些特殊的挑戰。例如，大部分財富都屬於新增，而且很大
一部分富裕人士是企業家（或企業家的後嗣）。該地區的市場增長速度也各個不同。
2011 年，儘管區域內富裕人士的人數在增加，但富裕人士的可投資財富總量卻輕微下降。亞太區本身存在
很多的經濟挑戰，包括通脹、成長放緩以及資本外流等問題。對於身為企業家的富裕人士，他們所從事的各
種業務領域增長下滑，導致其財富也相對縮水。與此同時，亞太經濟受全球大趨勢的影響，尤其是歐洲經濟
疲軟，導致對亞太產品及服務的需求減少。
然而，預期未來亞太區將繼續展現優於其他地區的增長趨勢，而其富裕人士的數量及財富也將相應增加。在
這一過程中，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富裕人士尋求境外財富中心所提供的各種便利 — 包括可以獲得更廣泛的產
品及服務，有利的稅務架構和財務保密等等。本報告發現，亞太的富裕人士日益傾向於選擇鄰近的境外財富
中心，如新加坡和香港。這些地區的法律及監管透明，地域和文化接近，且監管層積極設計簡化的流程。因
此，這些地區具有大量優勢，可成為如同瑞士等境外財富中心一樣具有吸引力、聚集境外財富尤其是亞太區
富裕人士財富的中心。
對於財富管理公司而言，要把握這些亞太境外財富中心的機會，向富裕人士提供優質的服務，則需要精心制
定策略，包括提供業務精通的投資顧問，滿足市場目前的需求；透過升級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來提升有關控制
風險及監管的能力；改善產品和服務，推動與亞太市場相關的解決方案。
非常榮幸能為您呈上今年的財富報告，希望您能從這些分析洞見中獲得有價值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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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 Lassignardie

M. George Lewis

全球銷售及市場部主管
全球金融服務部
凱捷顧問公司

全球主管
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

可投資財富不包括主要住房、收藏品、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等個人資產和財產的價值。

亞太區於 2011 年躍升為世界上富裕
人士人數最龐大的地區
2
 2011 年，亞太區的富裕人士數量 冠居全球。

得益於日本和中國等大型市場的增長，2011
年亞太區的富裕人士持續增長，達 337 萬人。
這一資料首次超過北美，並連續第二年超過
歐洲。亞太富裕人士可用於投資的財富 3 略微
下滑 1.1%，主要原因是更高財富等級 4 的富
裕人士財富下跌，但這一跌勢比大部分地區
溫和。

亞太區的整體富裕人士階層繼續擴大
2011 年亞太區的富裕人口繼續其增長軌道，並首次躍升為
全球最大的富裕人士市場。儘管 2011 年世界富裕人口數

量僅增長 0.8%5，但亞太區的富裕人口增長了 1.6%，達到

337 萬人（見圖 1），繼去年超過歐洲後，首次超過北美。
然而，北美 335 萬富裕人士擁有的可用於投資的財富 —
11.4 兆美元 6，仍然是全球可投資財富中地區比例最高者。

 2011 年亞太區富裕人士較 2010 年更為集中

但由於歐元區持續的債務危機影響，以及全球經濟危機的

在大型市場，但長期而言將再次分散。2011

影響仍然存在，這一比例比 2010 年下跌 2.3%。此外，歐

年僅日本即佔區內富裕人士的 54.1%，其次

元區危機還導致亞太區富裕人士可用於投資的財富總量下

是中國 16.7% 以及澳洲 5.3%。三地的總比

跌，其中區內的大部分成熟市場均現跌勢，尤其印度和香

例（76.1%） 較 去 年 增 加 1.7 個 百 分 點， 但

港大幅下跌。然而，區內仍有市場實現增長，令總跌幅限

2010 年該比例一度從 2008 年的 77.4% 跌至

制在 1.1%，亞太區可用於投資的富裕人士財富總額為 10.7

74.4%。增長趨勢可能恢復，尤其是如果若
干小型市場恢復或繼續之前的高增長趨勢，
則三地的總比例將重新下降。
 區內的富裕人口數量增長並不一致。儘管總
量擴張，但 2011 年多個亞太市場的富裕人口
減少，尤其是印度和香港，而之前兩個年度
香港和印度曾一度領漲。這些地區人數的大
幅減少限制了亞太區富裕人口數量的整體增
長，然而，中國、日本、印尼、馬來西亞和
泰國等市場的大幅增長抵消了這一跌幅。

兆美元（見圖 2）。

日本是亞太區目前最大的單一富裕人士市場，2011 年在區
內所有富裕人士中佔 54.1%。中國緊隨其後，再其次是澳

洲。2011 年三大市場佔區內所有富裕人士總數的 76.1%，
較 2010 年的 74.4% 略有增加。然而，之前兩年三大市場

的比例曾經一度下滑，從 2008 年的 77.4% 跌至 2010 年的
74.4%。倘若亞太區開發中市場維持之前的高增長或恢復

高增長趨勢，那麼很可能再出現分散的趨勢。
2009 年，亞太區在全球前 20 大富裕人士增長最快的市場
中佔 14 個，2010 年佔 8 個。2011 年，亞太區在全球 20

大富裕人士增長最快的市場中佔 7 個，其中部分市場的富
裕人士人口大幅上漲。例如，2010 年印尼的富裕人士數量
大幅上升 23.8%，2011 年再次上升 8.2%。2010 年及 2011
年泰國分別上升 16.0% 和 12.8%，中國分別上升 12.0% 和

5.2%。由於這些市場的宏觀經濟增長強勁，例如國民總收
2

所謂富裕人士，是指至少有 100 萬美元可供其用於投資的人士。

3

可投資財富不包括主要住房、收藏品、消費品和耐用消費品等個人資產和財產的價值。

4

為了便於分析，我們亦將富裕人士分成三大財富等級：可投資資產達到 100-500 萬美元的人士（所謂「鄰家百萬富翁」），可投資資產達到 500-3000 萬美元的人士（所謂「中等百萬富翁」），
以及可投資資產達到 3000 萬美元或更多的人士（「超富裕人士」）

4

5

參見《2012 年全球財富報告》，http://www.capgemini.com/insights-and-resources/by-publication/world-wealth-repor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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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於 2011 年躍升為世界上富裕人士人數最龐大的地區

圖1

亞太富裕人士人數，2007-2011（依市場劃分）

（千人）
複合年增長率 2007-2011：4.7%

4,000
280 萬

240 萬

300 萬

330 萬
166

3,000

154
149
96

富裕人士
人數
（千人）

2,000

123
118
169

24
44
71
78

138
84
105
129

413

83
82
127
127
174

19
42
37
58
61

24
50
76

101
94
99
153
146
193

340 萬

30
58

173
84
89
91
126
144
180

亞太區
32
65

562

535

477

年變動率(%)
2009-10 2010-11

364

1,000
1,517

1,650

1,366

1,739

1,822

2010

2011

9.7%

1.6%

8.4%

3.9%

印尼

23.8%

8.2%

泰國

16.0%

12.8%

香港

33.3%

-17.4%

臺灣

13.7%

-5.4%

新加坡

21.3%

-7.8%

印度

20.8%

-18.0%

韓國

15.5%

-1.5%

澳洲

11.1%

-6.9%

中國

12.0%

5.2%

日本

5.4%

4.8%

其他市場

日本、中國和澳
洲目前佔亞太區
富裕人士總人口
的76.1%（超過
2010年的74.4%）

0
2007

2008

2009

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資料加總後可能與實際總數有異；其他市場包括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和越南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12 年

圖2

亞太富裕人士財富分佈，2007-2011（依市場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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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資料加總後可能與實際總數有異；其他市場包括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和越南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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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於 2011 年躍升為世界上富裕人士人數最龐大的地區

入、國民儲蓄、國內消費和產生企業家富裕人士的工
業發展等衡量指標理想，這些市場的富裕人士不斷增
加（見第 12 頁「若干業務領域的表現推動許多亞太
區富裕人士的財富增長」）。

2011 年「鄰家百萬富翁」數量及財富增長
2011 年，亞太區所謂「鄰家百萬富翁」財富增長 1.5%，
這一類富裕人口的可投資財富為 100 萬 -500 萬美元
（見圖 3）。得益於財富增長，該類別富裕人士的數量

此前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影響的日本於 2011 年下半年迅

速復甦，其富裕人士數量增長 4.8%。這一增長的主要

原因是日本震後採取經濟復甦措施推動國內消費增長，
以及日圓持續升值。相比其他亞太市場，日本的富裕
人士數量增長率自 2007 年以來一直相對穩定，主要原
因是日本的富裕人士傳統而保守，持有高水準的現金、
固定收益及不動產（其國內價格仍然高企）。因此，
日本的富裕人士所投資的股票（近年持續下跌）規模
遠低於地區及全球其他市場 7。

也增長 1.9%，達到 308 萬人，佔區內所有富裕人士的

91.5%。然而，富裕人士的財富總量輕微下跌，原因是

對可投資財富總量產生重要影響的較高財富等級的財
富減少。
亞太區僅 0.6% 的富裕人士屬於「超富裕人士」類別，

即可投資財富超過 3,000 萬美元，但該 0.6% 的富裕人

士所擁有的財富佔區內富裕人士財富總量的 24.5%。同
樣，「中等百萬富翁」類別（可投資財富為 500 萬 -3,000

萬美元）僅佔亞太區所有富裕人士人口的 7.9%，卻佔

但在其他市場，富裕人士的財富與股票密切相關。
以 香 港 為 例，2010 年 富 裕 人 士 數 量 增 長 33.3%， 但
由於股市價值大幅波動，2011 年富裕人士數量萎縮
17.4%。許多香港的富裕人士積極投資於股市，因此股
市的波動和下跌導致大量人士的財富減少，甚至跌出

財富總量的 23.8%。2011 年，超富裕人士和中等百萬
富翁類別的財富分別減少 5.2% 和 1.9%（人口數相應減

少 3.9% 和 1.6%），主要原因是這些投資者一般都投資

於風險較高和 / 或流動性較差的資產，比如對沖基金、
私募股權或商業房地產，這些資產在市場下跌時價值
迅速蒸發，也很難出手。這些群體財富的減少正是在

富裕人士行列。

富裕人士人口增加的情況下，財富總量反而減少的
2011 年印度的富裕人士數量同樣下跌 18.0%，而 2010

原因。

年曾上漲 20.8%。印度股市的市值也從 2010 年的大幅

上漲 24.9% 轉為下挫 33.4%。股市的下跌和經濟下滑

幅度超過預期，導致擁有 100 萬美元以上流動資產可
供投資的人士數量減少。
圖3

2011 年亞太區富裕人士人口構成（依財富層級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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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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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資料加總後可能與實際總數有異
資料來源：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分析，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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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2011 年亞太財富報告》，http://www.capgemini.com/insights-and-resources/by-publication/asia-pacific-wealth-report-2011-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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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的推動力：
2011 年亞太區的發展穩健，但全球及國內的多個因素
令經濟和市場的表現受到掣肘。
8
 2011 年亞太區（日本除外）國內生產總值（GDP ）繼續穩健增長 6.5%，遠高於世界 GDP 的平均增

長速度 2.7%。2010 年，亞太區實現 8.3% 的高增長率，而 2011 年中國 9.2% 的 GDP 增長率以及印
度 6.9% 的增長率雙雙推動亞太區整體的增長水準走高。即便已開發經濟體澳洲和日本的表現亦可圈
可點，超過預期。儘管 2011 年 3 月日本曾相繼遭受地震、海嘯和核事故等災難影響，但得益於政府
和個人開支增加，2011 年下半年日本經濟穩健復甦。
 然而，受全球及國內諸多挑戰影響，亞太區尤其是印度和中國等關鍵市場的增長受到抑制。2011 年，
由於歐洲經濟顯著下滑以及歐元區債務危機加深，令市場對金融危機蔓延的擔憂加劇，區內的外貿出
口下跌。中國方面，由於政府打擊樓市的投機活動，令價格大幅下跌，以及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
的參與過多導致債務負擔不斷增加，中國的經濟增長放慢。印度方面，國內的主要挑戰是高通脹、投
資量減少以及政策癱瘓等。
 企業和商業仍然是推動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和人口增長的主要動力，但 2011 年部分工業的發展趨勢
較以往有所放慢。近年來，關鍵的服務和製造業，包括醫療保健、資訊科技、汽車和基礎設施建設一
直是經濟擴張和富裕人士財富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2011 年經濟狀況吃緊令這些行業的發展受到
限制。目前，大型開發中經濟體如中國接近國民財富創造階段的尾聲（以實質 GDP 總量計算），亞太
區富裕人士財富下一波的增長可能來自更為多元化的行業，尤其是致力於提升社會財富（佔 GDP 的
比例 / 資本水準）的行業，包括金融服務、教育、醫療保健以及含有附加值的製造業。
 2011 年主要資產類別的價值也在下跌，原因是亞太區的表現追隨全球走勢。更重要的是，股票和房
9

地產價值大幅縮水，而過去四年兩者共佔亞太區富裕人士所持投資組合的 50% 左右 。投資者轉而看
好主要用於保本的低風險投資，也導致投資的潛在收益下降。
 儘管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近期下滑，但仍然是世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因此預期 2012 年亞太區（日本
除外）的增長將達到 6.1%。亞太經濟的多元化、與重要地區貿易集團的廣泛聯繫以及區內關鍵行業
的增長料將抵消歐洲經濟下跌的任何不利影響。

8

本文中所有的 GDP 均為通脹調整後的 GDP，即實質 GDP。

9

根據《2011 年亞太財富報告》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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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儘管面臨諸多挑戰，亞太區的 GDP
仍然大幅超越全球的增長水準
2011 年，亞太區（日本除外）的 GDP 增長為 6.5%，

遠高於世界 GDP 增長的 2.7%，更令其他地區難以望

其項背。然而，這一增長率低於 2010 年的 8.3%，原
因是全球及國內面臨的多重經濟壓力令區內的發展有

所放緩。
從全球來看，歐洲的問題首當其衝。由於歐元區債務
危機從 2011 全年拖到 2012 年，導致歐洲的經濟惡化。

截至 2012 年第 2 季度，希臘、葡萄牙、義大利、西班牙、
賽普勒斯和荷蘭，以及未加入歐元區的英國，在技術
上均已陷入衰退。這種疲軟對亞太區的出口、資金流
動以及整體的市場情緒均構成不利影響，並很可能影
響 2012 年區內的增長前景。2011 年，亞太區向歐洲
的出口下跌，臺灣等地的製造商紛紛表示電子設備的

訂單大幅下滑，包括戴爾、聯想和諾基亞等知名品牌。
然而，向歐洲的出口下跌部分被其他地區如北美 2011

年第 4 季度的出口增加所抵消。此外，對拉美的出口

量穩定上升，目前佔亞太區出口總量的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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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太地區，國內的經濟問題對增長構成進一步的打
擊，多地政府面臨平衡通脹和增長的問題。中國面臨
國內消費物價指數上升超過 6%（2011 年多個月份均
超過）及地方政府推波助瀾過熱樓價的問題。印度面
臨高通脹和政策癱瘓，拖累市場情緒。中國和印度都
選擇把控制通脹擺在優先於增長的地位，2011 年大
部分時間將關鍵利率維持在較高的水準。2012 年上
半年，中國的通脹問題舒緩，並開始採取放寬貨幣政
策的措施來設計軟著陸。印度方面，儘管通脹水準仍
然高企，但通脹率亦有所下滑。
儘管亞太區的增長整體放慢，但實際的影響仍然取決
於工業的發展狀況。「亞洲新興」經濟體相對而言仍
有強的恢復能力，2011 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 8.3%，
較 2010 年的 9.7% 有所下滑。然而，中國和印度的消

費支出有助於抵消其他不利因素造成的影響。2011 年
「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增長放慢至 4.0%，不足 2010
年增長率的一半，原因是出口下滑以及泰國的洪災導
致供應中斷。2011 年「亞洲工業化」經濟體的增長仍
然停滯，主要是受日本災難的負面影響。

財富的推動因素

圖4
實質
GDPGDP
增長率，部分亞太區經濟體，2009-2011
FIGURE
4.
Real
Growth Rates, Select Asia-Pacific Economies,年20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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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合計實質 GDP 增長率以經濟學人智庫算出的 GDP 權重為依據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2 年；經濟學人智庫，201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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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全球及各國國內面臨的經濟挑戰對區內所

2011 年，許多亞太國家亦已證明面臨巨大的國際資本流

有類型的經濟體 — 新興、新興工業化和工業化經

動風險，包括與境外機構投資者相關的投資，令本地股

濟體均構成有形的衝擊（見圖 5）。例如：

市的走勢受到重大影響（見圖 6）。2011 年，境外機構

 日本，作為亞太區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在 2011 年
3 月發生地震、海嘯和核災難之後，社會和經濟

遭受多重衝擊，人員損失嚴重，工業活動停滯。
2011 年日本的 GDP 萎縮 0.7%，而 2010 年為增

長 4.5%。然而，災後的政府開支推動 2011 年下
半年經濟增長超過預期，並推動富裕人士數量及

其財富的增長。此外，日本經濟的規模仍然在區
內佔據重要席位，其大部分富裕人士的財富均為

40.9 億美元，這一數據超過任何其他金磚國家（巴西、
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這些流動既是由於多個亞太市

場（包括貨幣）的波動所造成，同時也推波助瀾，令波動
加劇，導致許多股指大幅下挫。另一方面，這些資金的流
動促使 2011 年區內的投資者積極分散投資組合。

2011 年推動財富增長的其他經濟動力仍然強勁

現金或非流動性的房產，而這些資產的年變動很

2011 年，亞太區其他推動財富創造的動力十分強勁，

小。這令日本富裕人士財富的年變動通常小於區

包括：

內的開發中市場。

 亞 太 區（ 日 本 除 外） 國 民 儲 蓄

10

佔 GDP 的 比 例 為

 2011 年，中國經濟增長從 2010 年的 10.4% 放慢

34.1%， 略 高 於 2010 年 的 33.9%， 並 遠 高 於 全 球 的

投機活動。2011 年的通脹平均水準為 5.5%，遠

重儲蓄的傳統，尤其是由於區內許多國家缺乏國民保障

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2011 年，中國的

國民儲蓄雙雙上漲。然而，日本國民儲蓄率的跌幅（110

GDP 增長在過去十年內連續第八次達到全球平均

個基點）成為全球最高，原因是受自然災害的影響。

至 9.2%，原因是出口放慢以及政府抑制房地產的

高於官方設定的目標 4.0%。然而，中國仍然是

水準的三倍。
 印度通脹高企，同時政治僵局導致政策癱瘓，
2011 年經濟增長從 2010 年的 9.6% 下跌至 6.9%。

通脹壓力亦迫使央行在 2010 年 3 月至 2012 年 2

月之間 13 次調高利率，此後於 2012 年 4 月開始

放鬆銀根。然而，印度的私人消費仍然活躍，在
一定程度上令印度免受外部因素的負面影響。

22.7%。該比例亦為目前全球最高，反映亞太區的個人注

計劃。新興和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泰國和香港除外）的

 2011 年，一定程度上受中國基礎設施發展的驅動，亞
太區（日本除外）的政府開支從 2010 年 1.8 兆美元輕

微上升至 1.9 兆美元。總的政府開支仍然遠低於西歐
（3.2 兆美元）和北美（2.9 兆美元），但是受沉重的
主權債務負擔影響，這些地區的公共開支停滯。2011 年
下半年，日本亦增加了政府開支，刺激經濟復甦。
 由於中產階級不斷擴大推動開支增加，亞太區（日本除

 澳洲仍然是最富韌性的已開發經濟體之一，其經

外）的私人消費增長 6.1%，達到 4.6 兆美元。儘管全

濟增長受全球經濟放緩的影響小於北美和歐洲。

球經濟放慢帶來不利影響，但新興經濟體的個人開支仍

然而，由於洪災影響，2011 年澳洲的 GDP 增長

然實現增長，部分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出現較大升幅 —

從 2010 年的 2.5% 放慢至 2.0%。與此同時，採礦

10

10

投資者從中國市場抽離 16 億美元的資金，而印度流失

香港增長 8.1%，新加坡增長 6.4%。2011 年，儘管大部

業的命運與中國的增長關聯日益密切，而中國經

分亞太區的消費者信心下降，但私人消費仍然上漲。

濟與西方國家經濟下滑緊密相關，若中國經濟進

2011 年下半年，由於日本和紐西蘭雙雙遭受自然災害

一步疲軟，將令澳洲經濟承受風險。

的影響，兩國的消費者信心尤其下挫。

國民儲蓄相當於實質 GDP 減實際公共和私人消費的合計總額

2012 年亞太財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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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亞太經濟體：主要市場的狀況和重大事件，2011 年和 2012 年第 1 季度

中國（佔亞太富裕人士財富的 25.3%）

日本（佔亞太富裕人士財富的 39.5%）

增長率為全球平均水準的三倍以上

政府開支推動經濟體順利度過 2011 年 3 月份災害後的萎
縮危險

國內企業的財政收入及利潤
2011 年通脹水準高，但 2012 年下降

日元創歷史新高，對製造業構成嚴峻挑戰

地產板塊表現欠佳
由於受命投資地方政府債券，銀行負擔過重

香港（佔亞太富裕人士財富的 3.8%）
收入水準不斷增加和勞動力市場強勁推動私人開支增加，
部分抵消了出口下滑的影響

印度（佔亞太富裕人士財富的 4.5%）
私人消費活躍，令經濟受外部下滑趨勢的影響相對減少

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和重要的轉口市場，仍然容易受
世界其他地區經濟下滑的影響

通脹持續高企，利率維持高位，經濟增長受限
中間派的聯合政府政治不作為，令國內問題加劇

新加坡（佔亞太富裕人士財富的 4.1%）

澳洲（佔亞太富裕人士財富的 5.1%）

金融服務和保險業增長強勁（2011 年上升 9.1%）

經濟富於韌性，實現超過 20 年的正增長

年內經濟出現下滑跡象，第 4 季度 GDP 萎縮

隨著西方經濟體放緩，中國經濟的任何進一步疲弱都將對
經濟構成外部風險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2 年

圖6

新興市場資金流動，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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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負數字代表境外機構投資者資金流出；正數字代表流入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2 年；EPFR Global，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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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方面，2011 年服務業和工業共佔 GDP 的 90%，

若干業務領域的表現推動許多亞太區富裕人
士的財富增長

但部分物品的消費增長放緩，如家用電器、傢俱以及

如《2011 年亞太財富報告》所述，企業所有權是亞太

建築材料（與房地產業密切相關，2011 年房地產下滑）。

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最大的單一財富來源，2010
年約佔富裕人士財富的 57%，遠高於北美的 32%（薪

酬為主要來源）或歐洲的 52%。在亞太地區，各個業
務領域均有企業家的身影，即便是由國有大型企業主
導的行業，亦吸引企業家進入附屬的中小型企業。因
此，關鍵行業的表現對於區內富裕人士的財富增減存
在重大影響。
以 2011 年的中國為例，主要工業板塊仍與已開發市
場的表現密切相關（但最近幾年已經有所減弱），這
限制了富裕人士數量及其財富的增長。整體而言，在
主要的亞太經濟體內，服務業仍然是 GDP 的最大貢

獻因素（見圖 7），其次是工業，包括採礦、能源生產、
建築以及製造（通常對工業的貢獻最大）。

圖7

此外，若干工業產品的國內需求下跌，而鋼鐵、建築
材料、汽車和部分其他工業日益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
這些業務領域的表現下滑是中國 2011 年富裕人士數

量增長從 2010 的 12.0% 減少至 5.2% 的原因。另一方
面，中國的需求疲軟令澳洲經濟承壓，尤其是採礦業，
這正是該國富裕人士財富從 2010 年增長 12.1% 萎縮

至 6.9% 的原因。

印度方面，其增長勢態與中國類似，富裕人士的增長
受到關鍵行業如資訊科技、零售和醫療保健等表現不
振的負面影響。與此相反，日本的汽車製造和電子產
品業為日本富裕人士的財富帶來支持，然而，這些行
業面臨韓國的激烈競爭，因此 2011 年對日本財富增
長的貢獻有所減少。

部分亞太市場 GDP 的行業貢獻（%），2005、200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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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資料加總後可能與實際總數有異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2 年；經濟學人智庫，2012 年 6 月；World Bank, Augu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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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財富的推動因素

韓國的富裕人士財富減少 3.9%，但跌幅小於其他出

地區股市下滑也顯示新興市場仍然易受外部力量左右，

口型市場，原因是部分關鍵行業表現相對較好，包

無法完全擺脫已開發經濟體表現不佳的影響。地區股

括汽車、消費電子、機械、紡織以及零件和材料。

市的前景仍然取決於能否出臺徹底的解決方案解決歐

然而，造船、半導體和鋼鐵等行業受到全球經濟下

洲主權債務危機和歐洲經濟整體的復甦，以及區內決

滑的不利影響。

策者處理國內的通脹以及經濟放緩等問題的效力。

2011 年，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兩地 GDP

亞太區的房地產市場同樣受到本地和全球因素的影

的主要貢獻）表現欠佳，令其富裕人士受到嚴重影響。

響，大部分主要市場（香港、印度和韓國除外）的房

展望未來，工業和服務業將繼續推動亞太區富裕人

地產價格紛紛下挫，尤其是 2011 年第 3 季度跌幅最大。

口財富實現新一輪的增長，但在這些類別中，根據

在市場的動盪中，厭惡風險的投資者普遍十分謹慎，

各國經濟的成熟度而定，不同的子部門可能脫穎而

紛紛追捧債券和現金等價物以求安全，令 2011 年的

出。例如，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的發展，工業重心

收益率跌至零附近。倘若全球經濟仍然沒有起色，而

可能轉向能夠為更廣泛的人口提供財富和福利的板

國內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則收益率仍將繼續維持

塊。在這一情況下，金融服務（信用卡及保險）、

低檔。

教育和醫療保健，以及含附加價值的製造業均有可
能接棒成為新的增長點。這些領域的擴張將直接推

部分推動 2011 年富裕人士財富的主要資產類別動態

動富裕人士人口及其財富的增長。

如下：

2011 年，亞太區許多富裕人士的股票和房
地產等關鍵資產均為下跌

大部分亞太市場的股市下跌。2011 年，大部分亞太

股票和不動產是亞太區富裕人士的關鍵資產類別，
2007 年至 2010 年各年約佔亞太區（包括日本）富

股市的基準指數下滑，亞太的地區 MSCI 指數下跌

17.3%，而美洲僅下跌 2.9%。區內印度指數表現最差（下

跌 38.0%，見圖 8），原因是國內通脹、債務、政策
癱瘓以及基礎設施瓶頸等問題打擊投資者對印度增長

裕人士投資組合總量的 50%11。不計相對保守的日本

的信心，從而對印度股市造成破壞性影響。然而，多

富裕人士，其他亞太地區的比例甚至更高。2011 年，

個其他國家的股指跌幅同樣是雙位數。

區內大部分地區的這些資產價值都下挫。
MSCI 中國指數下跌 20.3%，原因是美國及歐洲的消

主要亞太股市指數下跌，除了主要受歐洲經濟的擔

費者需求下滑，以及政府採取保守的政策措施對抗國

憂影響外，也有地區和國內的經濟挑戰（例如通

內的通脹，令市場擔憂中國的增長引擎可能放慢，對

脹）令投資者情緒及信心受壓。泰國、日本和紐西

投資者情緒構成拖累。韓國和臺灣屬於區內流動性

蘭的自然災害亦令企業和各經濟體擔憂供應鏈中斷

較強的市場，但由於外資持股量較高，資本外流令

的影響，尤其是對汽車和電子行業的影響。整體而

兩個市場受傷最重。MSCI 臺灣指數下跌 23.3%，而

言，地區 MSCI 指數下滑 17.3%，但印度跌幅最甚，

MSCI 印度指數年內下跌 38.0%。

11

MSCI 韓國指數下跌 12.8%。

見《2011 年亞太財富報告》，http://www.capgemini.com/insights-and-resources/by-publication/asia-pacific-wealth-report-2011-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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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價值下跌加上新資本淨虧損，令多個市場的股票

境外機構投資者對亞太區本地貨幣政府債券市場的需

交易價值大幅下挫。以臺灣證券交易所為例，2011 年

求強勁。本地貨幣主權債券的境外持有量上升，尤其

股票的交易價值（交易股票的數量乘以股價）下降

是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截至 2011 年 12 月，東亞

54.5%，而印度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價值下降 49.6%。
亞太股市的波動也相當劇烈，2011 年年末歐洲經濟放

新興 12 債券市場的債券發行總量達到 5.7 兆美元，較

一年前增加 7%。企業債券發行增長強勁是整體債券
市場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越南（上升 16.5%）、新加

緩和歐元區債務危機的影響達到頂峰時，波動尤為顯

坡（13.1%）、馬來西亞（10.4%）和韓國（9.5%）的

著。進入 2012 年 8 月，儘管亞太市場的波動性有所

企業債券發行增長最快。與此形成對照的是，2011 年

舒緩（期間仍不時出現劇烈的波動），但高通脹和增
長放慢的陰影仍然籠罩若干地區市場，且歐元區的問
題仍然存在大量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商品價格下降
有助於舒緩通脹問題，推動利潤率增長並令部分市場

東亞新興經濟體的政府債券發行減少 12.4%，原因是
大部分政府或減少或終止為抵消金融危機影響而在
2008-2009 年全球經融危機爆發後不久實施的財政刺
激方案。

開始放鬆銀根，儘管短期存憂，但這令亞太市場中長
期的前景頗有吸引力。

由於多個主要市場（包括美國和歐洲）的決策者在經
濟成長下滑的情況下放鬆銀根，現金 / 存款（及等價

亞太區的房地產市場跟隨全球市場的走勢下跌，反映

物）的收益率跌至谷底。風險厭惡型投資者對保本工

為 Asia-Pacific Select REIT 指數負回報。2011 年，亞

具的需求令收益率進一步承壓。若歐洲的經濟狀況和

太區的樓市表現低於平均水準，原因是在全球經濟減
速、歐元區危機加劇、消費者信心疲弱和失業率高居
的背景下，投資者轉趨謹慎。2010 年澳洲的樓價曾相
當穩健，但 2011 年經通脹調整的平均樓市價格下跌

7.7%。日本樓市長達 20 年的蕭條尚無結束的跡象，
2011 年經通脹調整的平均價格下跌 3.7%。

亞太的增長前景沒有顯著起色，收益率仍將在 2011

年第 4 季度的低位附近徘徊一段時間。

其他投資的表現好壞參半。其他投資如亞太貨幣、商
品及對沖基金的表現出現不同趨勢。亞太區貨幣兌美
元的迅速下跌再次表明亞太市場極易受到熱錢外流的
影響。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大幅貶值，尤其是下半年，

在房地產的跌勢中，印度市場反而一枝獨秀，儘管同

歐元區危機惡化，已開發經濟體的銀行和企業紛紛對

樣面臨高通脹和高利率的困境，但印度房地產市場承

新興市場的資產平倉，以撤回資金並填補資產負債表，

受住了跌勢。所有主要城市的樓價均上漲，年末總樓

跌幅尤為顯著。由於全球經濟持續下滑，加上國內的

價上升 25.3%。香港的樓價亦持續上升，2011 年漲

貿易及經常帳赤字加劇、通脹居高不下、成長下降及

5.3%，但政府採取措施抑制投機活動，令升幅有所減
少。北京和上海的開發商均已下調價格，2011 年兩地
的高級住宅單位價格跌幅達到 30%。

政策癱瘓等問題影響，印度盧比受傷最重，2011 年兌
美元貶值 16.9%。然而，日圓兌美元上升 5.1%，主要
原因是日本企業購買日圓從海外的投資及銷售中撤回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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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新興市場包括中國、香港、印尼、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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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MSCI 股指的增長，2009-2011，以及部分亞太市場樓價變動（%）（按通脹調整），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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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股票和房地產合共約佔亞太區（包括日本）富裕人士 2007 至 2010 各年投資組合的 50%。這一資料遠高於不包括日本的亞太區，原因是日本富裕人士十分保守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2 年；http://www.msci.com/products/indices/country_and_regional，2012 年 6 月 26 日訪問；全球房地產指南（Global Property Guide,），2012 年 7 月

印度和中國等市場的成長日益式微成為 2011 年多個

 由於預期可能出現短缺，玉米和小麥等農產品價格

商品市場下挫的主因，因為這些經濟體的需求不再如

繼 2010 年上漲之後，在 2011 年年初漲勢強勁。在

預期般強勁。然而，黃金的需求仍然穩健，中國的購

不利天氣影響美國的產量、中國的需求不斷上升以

買仍然強勁，而且黃金在全球經濟狀況疲軟的情況下

及乙醇生產商的需求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1 年

普遍被用於對沖。2011 年黃金價格延續 11 年的牛市，

玉米價格繼續上升。由於獲得豐收，2011 年小麥價

繼續上漲 10.1%，原因是中東的動亂和歐洲債務危機

持續進一步凸顯了黃金作為安全港的地位。
關於其他商品：
 白銀在 2011 年 4 月創下新高（達到每盎司 48.3 美元），
延續 2010 年強勁上漲勢頭，但隨後開始調整，全年

跌幅為 10%，原因是工業需求減少。

 儘管經濟出現下滑跡象，但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緊張
導致油價上漲。鑒於中東緊張局勢依然持續（包括
伊朗核武野心導致的僵局），原油價格在 2012 年可
能會進一步上漲。

格最終下跌，但美國中西部的乾旱以及印度雨季缺
乏雨水令 2012 年年中價格再次飆升。
對沖基金在 2011 年的表現為負，之前連續兩年取得

正收益。對沖基金在 2011 年平均損失 5.0%13，主要歸

咎於市場波動，而市場波動在很大程度上受累於歐洲
債務危機。亞太區缺乏流動性令亞太對沖基金受損，
然而相比全球平均水準，其表現仍相對具有韌性。根
據全球另類產品研究企業 Preqin 的調查，亞太投資者

繼續看好對沖基金，其中 37% 的人士計劃於 2012 年
增加配置。14 在一項 Preqin 的調查中，23% 的亞太投
資者還表示，2012 年將單純專注於增加其投資組合的
資金，該資料為全球其他地區的兩倍（10%）以上。

13

按 Hedge Fund Research Inc. (HRFI) 基金加權綜合指數 (Fund Weighted Composite Index) 衡量

14

Preqin 調查，http://www.preqin.com/blog/101/4952/asia-pacific-hedge-investor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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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富裕人士的嗜好投資
興趣日增

藝術品

自全球金融及經濟危機以來，包括藝術品、珠寶和收

傾向於購買與他們擁有文化聯繫的古董。這一興趣推

藏品在內的各類嗜好投資的回報超過股票，並異軍突

升了本土藝術品的價值上漲，全球中國傳統藝術品指

起，成為亞太富裕人士整體投資策略的重要部分。

數（World Traditional Chinese Works of Art Index）

中國（包括香港）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藝術
品和古董市場 16，但新興市場孕育的年輕富裕人士更

2011 年上漲 20.6% 即是明證。
新興市場富裕人士（包括亞太區）的購買興趣日益濃
厚，推動了更為專業化基金的設立。例如，獨立顧問

亞太區亦發展成為非常高端的藝術市場，2011 年，

公司 Artvest15 估計全球藝術品基金行業價值在 7 億

區內 12.1% 的藝術品售價在 10 萬美元至 100 萬美

至 7.5 億美元，其中亞洲基金約佔該總數的三分之一。

元之間，而世界其他地區為 2.2%17。單筆銷售的高
收入令區內的售價超過銷售量更大的北美和歐洲。

嗜好投資類別並不計入富裕人士的可投資財富，但

以中國為例，2011 年中國僅佔全球藝術品銷量的

卻是富裕人士開支的指標 — 許多富裕人士選擇將大

10.8%，低於美國的 15% 左右以及法國的 16% 左

量可投資財富投入各類嗜好和收藏品。在亞太地區，

右，但以收入計，中國的市場份額幾近歐洲藝術品

對於年輕的新貴而言，各類嗜好投資的吸引力更由

拍賣市場的兩倍 18。

於其審美趣味和內在品味而有增無減，區內新興市
場的富裕人士開始在所有主要類別的嗜好投資嶄露

中國市場顯然在蓬勃發展：2011 年 774 樁拍賣售價

頭角。

超過 100 萬美元，而這一數據在英國是 377，美國是
426，藝術品拍賣收入錄得 49% 的增長。2011 年，
中國在前十大暢銷藝術家市場中佔有六個，在前十
大藝術品銷售城市中佔有五個，但區內其他市場也
很強勁。例如，2011 年新加坡藝術品拍賣收入增長
22%，印尼增長 39%。

16

15

http://artvest.com/

16

「2011 年國際藝術品市場：25 年藝術品交易觀察」，由歐洲藝術博覽會（TEFAF Maastricht）於 2012 年 3 月 16 日出版

17

2011 年藝術品市場趨勢，Artprice.com，2011

1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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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收藏

運動投資

亞太區還逐漸發展成為大型的奢侈品收藏市場，尤其是

儘管缺乏單純的財務回報，但亞太區富裕人士

名車，其中中國和印度的銷售大幅增長。至少在部分市

繼續買入職業運動隊。2011 年 8 月，馬來西亞

場，女性的需求極為強勁 — 2011 年上半年，新加坡售

商人及亞洲航空公司的老闆 Tony Fernande 與印

出的 300 輛保時捷中近 30% 為女性買家，而中國每三

度的米塔爾家族合作，收購了新晉級的英國女王

輛瑪莎拉蒂、每五輛法拉利都有一位女性買家。

19

整體而言，中國已經成為名車和遊艇的主要市場。例如
2011 年，賓利對中國的出口銷售幾乎翻倍，達到 1,839
輛，年增長高達 95%。根據中國版的福布斯富豪榜《胡
潤百富榜》2011 年的調查顯示，中國 87.5 萬百萬富翁
中近半數希望購買遊艇。

公園巡遊者足球俱樂部（Queens Park Rangers
Football Club）。2011 年 4 月，Dempo SC 與
丹麥足球超級聯賽的米德蘭俱樂部建立合作關
係，並購買了該丹麥俱樂部 34% 的股權。儘管
STOXX 歐洲足球指數（涵蓋在交易所上市的歐
洲足球俱樂部）於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
之間下跌 38.2%，但仍未阻擋收購者的熱情。

印度的名車需求同樣大幅上漲，目前的市場規模為十億
美元，年擴張速度為 40%。20 近期藍寶堅尼向印度市

其他收藏品

場 引 入 Aventador LP 700-4（ 定 價 在 3,690 萬 盧 比 或

亞太富裕人士還在高檔葡萄酒和收藏錢幣上展

79.6 萬美元），儘管等待時間長達 18 個月，但仍收到

現了濃厚的興趣。例如，2011 年 10 月，一枚印

超過 20 宗訂單及數百個詢問。

度黃金第納爾幣在 Baldwin 拍賣會上拍出 5 倍

寶石和珠寶，珍藏手錶

於售前估計的價格，而 2011 年 9 月在 Heritage
的拍賣會上，一組日本和韓國的錢幣售出 680

2011 年鑽石價格上漲 20%，原因是中國及亞太區其他

萬美元。在 Baldwin 香港的一場拍賣會上，一

地區的需求穩健，而鑽石產量仍然持平。黃金是 2011

枚湖北省「本省」的銀幣被一家中國的投標人

年唯一一個價格實現雙位數漲幅的其他投資資產，升幅

以 15 萬美元（是售前估計的三倍）的價格競得，

為 15%。

而 2011 年在 Goldberg 的拍賣會上，一枚稀有

其他珠寶的需求同樣強勁，包括高級珍藏手錶。例如，
蘇 富 比 香 港 2011 年 10 月 舉 辦 了 一 場 珍 藏 手 錶 拍 賣
會，總額達 710 萬美元。以拍賣品計，此次拍賣數量達
79.9%，以價值計則達到 85.8%，創下蘇富比此類拍賣
總額的最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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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stories/singaporelocalnews/view/11495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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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財富推動印度奢侈品汽車的需求上漲」，Pratish Amin, Arabian Biz，2012 年 1 月 5 日

的描繪中國長城的錢幣售得 11.5 萬美元（售前
的估計僅為 7,000-9,000 美元）。在香港斯賓客
（Spink）的一場拍賣會上，一張河南省清代銀
行的紙幣拍出創記錄的高價 30 萬美元（其售前
估計價格為 3.85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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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的推動因素

2012 年及未來亞太區經濟前景和富裕人士
財富仍然樂觀
亞太區將繼續面臨高通脹及樓價下跌等內部挑戰，以
及歐洲經濟疲軟和擔憂金融危機蔓延等全球性挑戰，
然而，亞太區出口和經濟具有多元性，整體的地區前
景仍然強勁。整體而言，經濟基本面預期將維持穩健，
但出口型經濟體如中國、新加坡、香港和臺灣將更容
易受到外部風險的影響。
假設歐元區維持完整，且並無新的系統性危機出現，
預計 2012 年亞太區（日本除外）的 GDP 增長為 6.1%，

2013 年 為 6.6%， 而 預 期 日 本 2012 年 增 長 為 1.7%，

2013 年增長為 1.3%（見圖 9）。

儘管面臨挑戰，但預期中國和印度短期內仍將是全球
增長最快的經濟體，預計 2013 年中國的 GDP 增長為

8.5%，印度為 7.4%。近期的資料顯示，兩大主要經濟

體的增長雙雙放慢，但預期 2012 年下半年將走強，

原因是印度的通脹預期下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開
支增加以及兩國的國內需求強勁。就中國而言，分析
師認為其經濟正渡過週期性低潮的底部，經過 2011

年第 4 季度和 2012 年第 1 季度的重重困難後，後續

成長似乎在 2012 年 4/5 月份有所改善。

亞太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普遍穩健，原因是區內的銀行
監管保守，但中國的銀行面臨不良貸款上升的現狀。
自 2009 年以來，中國政府要求銀行購買地方債務及

進行再融資，支持地方政府債務市場。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中國各銀行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發行的未

償還貸款達到人民幣 9.1 兆元 21，而儘管到期日逼近，

多地的地方政府仍未做好償還債務的準備。在大多數
經濟體內，資本充足率均高於最低監管要求，因此，
即便歐洲銀行出現大幅的去槓桿化，各大銀行仍將擁
有償付能力。此外，區內大部分決策者仍有充足的空
間採取積極的措施，包括反週期的政策及放鬆銀根政
策，原因是，整體而言，基準利率高而主權債務水準
較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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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加速地方政府債務清理」，China.org.cn，2012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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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全球、地區及本地宏觀經濟狀況仍將是亞
太富裕人士增長的關鍵推動力。
亞太區各國面臨的內部挑戰已經出現舒緩跡象。例如
曾經一度是中國主要擔憂的通脹已經下降。此外，印
度的財政部長已經更換，預期新部長將會更積極地處
理政策問題，克服拖累印度經濟表現的政策癱瘓。亞
太區的已開發市場如澳洲料將超越其他地區的已開發
經濟體，部分原因是其銀行系統相對穩健。
鑒於到目前為止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投資組合配置高度
依賴股票及房地產，預期未來各個資產類別的表現走
強將刺激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的增長。然而，由於企
業家在亞太區富裕人士階層的構成中十分明顯，各市
場行業板塊的發展狀況將對區內富裕人士人口的構
成、增長及財富產生直接而重大的影響。
例如，日本和中國是區內兩個最大的富裕人士市場。
預期日本富裕人士數量的增長將受到汽車及基礎設施
建設板塊的表現推動，而服務業板塊如金融服務、醫
療保健和教育對中國的富裕人士增長十分關鍵。印度
的富裕人士財富創造將受電子商務和醫療保健板塊的
推動，澳洲則受金融服務和採礦業推動。韓國方面，
政府主導的推動主要行業增長的措施也將對富裕人士
數量及其財富的增長帶來支持。

財富的推動因素

圖9

實質 GDP 增長率，部分亞太區市場（%），2011-2013 年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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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合計實質 GDP 增長率以經濟學人智庫算出的 GDP 權重為依據，而假設的「基本情況」是歐元區維持完整，並未出現新的系統性危機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2 年；經濟學人智庫，201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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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隨著區內富裕人士人數及影響力日益增加，亞太區境外
財富中心正在崛起

 由於區內富裕人士人數及財富不斷增長，且其財富要求日漸複雜，亞太區境外
財富中心如新加坡和香港開始嶄露頭角。亞太中心對於區內的富裕人士而言具
有地域鄰近、文化和語言相通，以及進入開發中但受監管程度高的亞太市場如
印度和中國的優勢。隨著傳統的境外財富中心如瑞士和盧森堡面臨的監管壓力
日益增加，積極作為的監管者還努力將這些中心打造成對世界各地的富裕人士
富有吸引力的中心。
 新加坡和香港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境外管理資產，其整體的吸引力超過區內其他
中心。兩個中心的貨幣和政治環境相對穩定，有利的稅務政策，監管和法律體系
透明，資本市場完善。瑞士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境外財富中心，我們的評分方法

22

顯示，瑞士在多個參數上面仍然是高度或適度吸引（企業無法預測的監管負擔
除外）。然而，新加坡和香港吸引境外財富的能力與日俱增。
 缺乏精通業務的人才是各公司在利用新加坡和香港境外財富中心崛起的過程中
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人才的短缺限制了各公司向數目不斷增長的客戶提供有效
服務的能力，可能令富裕人士未獲得相應的服務或服務不充分。其他挑戰包括
提升產品的深度和服務品質，達到全球行業標準，適應客戶日益複雜的要求，
管理監管合規的成本。對於許多亞太財富管理公司而言，若面臨薄利和低利，
則難以提升經營規模。
 為推動亞太中心的繁榮，各公司需要集中並投資於多個關鍵性領域，包括顧問、
法律及信託專業領域、產品發售、風險及監管衡量以及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然而，
在構建規模化的業務模式時，各公司必須繼續利用其核心競爭力。例如，與地
區境外財富中心如海峽群島相似，以費用 / 諮詢為基準的模式（與以傭金或交易
為基準的模式相對）有助於亞太中心的各公司勝出。各公司還需要與監管者定
期公開對話，更好地預計和實施監管要求的變動，推動市場朝著有利於客戶的
方向發展，並滿足公司和監管者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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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研究方法」，瞭解更多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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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富裕人士認為區內的境外財富中心擁
有多項優勢
傳統的境外財富中心如瑞士和盧森堡的銀行和其他金
融機構為非本地居民提供財富管理服務已有近一個世
紀。富裕人士被這些地區廣泛的投資產品、信託服務、
財富架構選擇、稅收優勢、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金融
保密性所吸引。這些中心同樣以擁有大量業務嫺熟及
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而著稱。

然而，在將產品升級至下一階段的過程中，亞太區的
境外財富中心還需要克服若干困難，尤其是其雇員的
專業性（顧問、法律及信託）、產品深度、服務品質
等方面的挑戰，才能達到國際行業標準（見圖 10）。

對境外財富中心服務的相關需求廣泛增長
世界各地的富裕人士都希望強化對其資產的控制，並
希望獲得更多資本保值及增值選擇，分散及重組其投
資組合，對沖風險並建立企業及家庭財富的繼承計劃。

亞太境外財富中心本身已經存在數十年，但一直以來

境外財富中心專注於提供此類服務，同時為客戶保密。

提供的產品有限，客戶群較小。然而，隨著區內富裕

過去十年，財富亦走向國際化，個人和企業家在各個

人士數量快速增長，以及對財富管理服務的需求相應

不同國家的業務和個人利益不斷增長。這些富裕人士

增長，這些中心正在迅速崛起。這些中心對於區內的

日益成為境外財富中心客戶群的重要部分，例如，他

富裕人士十分具有吸引力，原因是其地域相近，文化

們在各個不同的地方尋求信託。

和語言相通，監管當局積極作為以及可進入開發中但
受監管程度高的亞洲市場如印度和中國。事實上，正

傳統的境外財富中心如瑞士和盧森堡面臨經營條件的

如英國的富裕人士喜歡海峽群島，美國的富裕人士通

重大挑戰。監管者要求這些中心披露更多有關其客戶

常選擇附近的加勒比海一樣，亞太富裕人士青睞鄰近

的財務資訊，並遵守新的及 / 或更為嚴格的稅務機制。

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境外財富中心。

大量銀行甚至由於審查而關閉了在歐洲的境外財富管

圖 10

主要的境外財富中心：來自客戶和公司方面的優勢與挑戰

海峽群島

盧森堡

杜拜（中東）

香港（2012 年亞太財富報告焦點）

優勢：

優勢：

優勢：

 極低的政治和商業風險

 和瑞士一樣，是最成熟的財富管理市場
之一

 成為伊斯蘭銀行中心的
潛力

 有精通業務的人才

挑戰：

優勢：
 資本市場完善
 進入中國投資的門戶
 稅務法律良好
挑戰：
 缺乏必需數量之業務精通的顧問
 沒有單一的監管機構
 對商業的監管不如新加坡友善（但正努力
改善）
 富裕人士普遍傾向於交易而非全盤的財富
管理服務

 鄰近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倫敦
 財務保密性高，遺產規劃方面
的信託服務專業

挑戰：

 財務穩定性依賴石油產量

 監管壓力加劇

 主要服務於中東客戶的
金融中心

 被公認為逃稅天堂，形象不佳

挑戰：
 監管審查不斷增強

瑞士
加勒比海 / 開曼群島

優勢：

優勢：

 全球最大的成熟境外財富中心

 財富管理業發展完善

 擁有各類業務嫺熟的人才

 有精通業務的人才

挑戰：

挑戰：

 披露私人財務資訊的監管壓力不斷

 被公認為逃稅天堂，形象不佳
 監管審查不斷增強

加劇
 被公認為逃稅天堂，形象不佳

馬來西亞
新加坡（2012 年亞太財富報告焦點）
優勢：
 稅務法律良好
 監管措施積極，屬於單一監管人
 投資於亞洲經濟體的門戶
挑戰：
 缺乏所需要數量的熟練業務顧問
 資本市場不如香港成熟

傳統的地區境外財富中心

亞太新興境外財富中心（2012 年亞太財富報告焦點）

傳統的全球境外財富中心

其他地區境外財富中心

優勢：
 遵守伊斯蘭律法，有發
展成為伊斯蘭銀行中心
的潛力
 鄰近亞洲開發中經濟體
挑戰：
 缺乏精通業務的顧問及
產品種類少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2；www.lowtax.net；Datamonitor；瑞士銀行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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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門，並重組其業務，至少部分業務目前由亞太地

這一醜聞激起公眾對銀行及其他分銷商的欺詐和違規

區獨立的資產管理人管理。多個西方國家政府（包括

銷售大為不滿，令監管者採取措施進行補償並進行紀

德國、英國和美國）實施稅務赦免，也促使富裕人士

律處分。然而，各中心的監管者反應大為不同。

對之前投資於傳統中心的未繳稅財富繳納一定的罰
金，然後將資金轉出這些傳統的中心。這些資金通常

香港方面，證券及期貨事務委員會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撤回國內。

要求分銷商購回債券，向投資者退款。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則禁止分銷商在兩年的期間內銷售結構性票據或

傳統中心的銀行還遭受本地貨幣兌美元升值的不利影

提供有關結構性票據的建議，但不用負責投資者所承

響，令經營成本大幅上漲，而對於來自貨幣較疲軟的

擔的財務損失。然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透過三個步

經濟體的富裕人士投資者，這些中心的吸引力減弱。

驟來補償投資者，從而保住了投資者和公司之間的互

受此影響，管理資產及利潤均下降，歐洲經濟的萎靡

信。這一信任，以及新加坡素來享有的高道德水準和

不振也打擊了投資組合的表現。

守法中心的聲譽令其對亞太區以外的富裕人士更具吸
引力，包括拉丁美洲。

與此同時，由於亞太區富裕人士的數量不斷增加，亞
太區對財富管理服務的需求亦迅速增加，並推動新加

今天，新加坡被普遍視為具備監管完善的現代信託法

坡和香港等境外財富中心的發展壯大。（由於市場封

律，為私人信託的形成提供良好的監管支援，令客戶

閉，來自日本的境外資金很小，其大部分富裕人士財

得以強化對資產的控制。（然而，新加坡尚不允許基

富投資於間接管理的退休基金。）

金會。）此外，新加坡的監管者單一（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令財富管理公司較易於就監管架構提出意見。

新加坡和香港正在吸引日益龐大的境外資產
管理數量

的服務方面進行了差異化，這令公司較易於向富裕人

數十年來，新加坡和香港一直是一流的金融中心，

士提供專業化的服務。例如，向富裕人士提供私人銀

已經擁有穩定的貨幣和政治環境，優惠的稅務政策，

行服務的公司通常在管理客戶的投資組合時，較服務

透明的監管和法律體系以及完善的資本市場。近年，

富庶大眾類別的客戶擁有更大的靈活性。

這些司法轄區亦積極致力於發展成為領先的境外金融
中心。

新加坡的稅務機制簡單而透明，其個人及企業稅率均
低於已開發地區，且沒有資本利得稅或繼承（遺產）稅，

區內的監管者積極制定簡單而透明的體系和流程，吸

對於將業務（及總部）轉至新加坡的公司，更提供額

引全球各地的資金流入，這些地區的監管者對於事件

外的稅務獎勵。
（然而，新加坡已經宣誓不容忍逃稅。）

的回應非常迅速，例如香港和新加坡所謂的雷曼「迷

對於擁有合格資產水準的人士，新加坡還積極推動其

你債」醜聞，事件中數以萬計的散戶投資者由於其結

獲得居民身份。

構性產品受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破產影響，面臨
巨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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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方面，新加坡推出和美國存托憑證相應的全
球存托憑證，使外國公司得以從新加坡獲得資金。多
個全球公司透過該證券交易所進行首次公開招股。
香港的稅率也低於其他已開發地區，並已經廢除繼承
（遺產）稅。當局積極推動信託法律及其他法規的現
代化，使與新加坡和其他傳統財富中心匹配，並使之
更易於吸引管理資產。根據香港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獲得居民身份也變得容易。

亞太富裕人士的增長和對分散國家風險的
需求，是推動區內境外財富中心成功的主要
動力
近年來，亞太區富裕人士財富的增長一直領先全球，
目前其富裕人士人口超過任何其他地區。大部分富裕
人士來自經濟增長遙遙領先已開發國家的經濟體（以
中國和印度的 GDP 增長為例，2006 年至 2011 年，中
國和印度的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為 10.5% 和 7.7%），而

相當一部分亞太富裕人士非常希望將其資產留在本地。
多年來，香港的資本市場板塊已經相當成熟，令其可

例如，2010 年的預測曾顯示，2012 年預期將有 57% 的

充分把握投資資金。例如，2010 年在香港新上市的

亞太富裕人士資產留在本地，而在金融危機的高峰時

企業數超過任何其他市場（首次公開招股達 574 億美

期（2008 年），67% 的資產放置在鄰近地區 24。

元），其中許多上市公司來自中國內地。因此，香港
的資本市場為富裕人士客戶提供了更多投資選擇，並
令投資（如中國企業的首次公開招股）更加方便，而
這在傳統的境外財富中心往往比較困難。與此同時，
香港可以對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入帳，令中國的投資
者更容易選擇香港。

由於新加坡和香港提供的金融服務品質不斷提升，而
且政治和經濟環境穩定，兩地可充分利用區內對投資
鄰近地區的偏好所帶來的機會。在全球經濟動盪時期，
穩定的作用凸顯，並且對於所在國家穩定性相對較差
的富裕人士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由此，亞太區境
外財富中心為區內的富裕人士提供了部分保護，使其

這些技術進展令亞太財富中心更具吸引力，而與此同

免受貨幣波動以及許多亞洲國家固有的政治風險影響

時區內富裕人士人口快速增長，這一群體中越來越多

（包括印度、中國、臺灣、印尼和馬來西亞），同時

的富裕人士選擇鄰近的境外財富中心。

在國家層面提供了類似於投資組合的多樣性。例如，
儘管大部分中國的富裕人士仍然偏好由香港企業提供

儘管瑞士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境外財富中心，擁有全球

的境外財富服務，也有部分人士開始投資新加坡，意

四分之一以上的境外管理資產 23，但行業分析師普遍

圖實現多樣化（部分人士認為投資香港等同於投資

認為，新加坡和香港兩地的管理資產穩步上升，在我

中國）。

們對區內財富管理主管進行的訪談中，這一趨勢得到
證實。

23

http://mobile.bloomberg.com/news/2012-03-27/switzerland-s-finma-sees-no-tragedy-in-offshore-wealth-decline

24

見《2011 全球財富報告》，http://www.capgemini.com/insights-and-resources/by-publication/world-wealth-report-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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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新加坡的吸引力超過許多其他境外財富
中心

亞太區境外財富中心的發展對於客戶、公司
和監管者而言具有廣泛的寓意

為衡量各地境外財富中心的整體吸引力，我們從客戶、

隨著亞太區境外財富中心的發展，區內的富裕人士客

公司及市場

25

角度分析了多個參數。所有下列參數在
26

戶將獲得最大收益，原因是這些中心的公司所提供的

分析中被給予相同的權重 ，但我們認為以楷體字標

服務與其特定的需求更為貼近。亞太區的這些司法轄

示者最為重要：

區為富裕人士提供了在政治和經濟穩定地區管理其財
富（全部或部分）的替代選擇。如前所述，富裕人士

 客戶吸引力： 金融保密性、有利的稅法、有無結構

還可利用這些地區對其資產實施更有力的控制，例如

性產品、財富管理公司的數量、生活品質以及獲得

透過新加坡的私人客戶信託架構以及獲得獨一無二的

居民 / 公民身份的容易程度。

投資選擇。以香港為例，香港是投資中國經濟的門戶，

 公司吸引力：富裕人士財富的增長、經商容易程度、

其他境外財富中心未必能夠獲得這樣的機會。其他地

有無經驗豐富的顧問、與行業及監管機構的聯繫以

區的企業家還可透過進入亞太中心的投資池以及利用

及公司稅率。

可獲得的財富進行籌資。

 市場吸引力： 監管負擔、資本市場的深度、金融中
心的成熟度（流動性、產品選擇的廣度、市場的基
礎設施以及監管環境）、本地資產管理業在全球的
排名、本地股票交易所的資本化、國家風險以及整
體商業環境。

監管者需要積極保護亞太區境外財富中心作為綜合性
財富管理司法轄區而非避稅地的名聲和信譽；需要確
立和強制執行一套面向業內顧問及其他人士的有效行
為準則，遵守全球標準，以及對不當商業活動實施零
容忍政策；監管者還需要迅速解決任何可能出現的不

分析證實了瑞士的實力（見圖 11），瑞士在幾乎所有
主要參數中，包括金融保密性，均被視為高度或適度

當管理問題，例如雷曼的「迷你債」醜聞（請參考
第 22 頁）。

吸引，但隨著當地銀行披露客戶資訊的壓力日益加劇，
這一觀點可能發生變化。這也是目前以監管負擔考察，
瑞士成為吸引力最差的境外財富中心的原因。近年瑞
士的監管負擔不斷增加，並且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這
對計劃在那裡經商的企業而言構成了重大負面影響 —
目前瑞士的這一參數僅被視為「適度吸引」。
而在我們的評估中，新加坡和香港開始在許多關鍵參
數上被視為「高度吸引」，並超越所有其他亞太境外
財富中心，顯示兩地吸引境外財富的實力正在提升。

在宏觀層面，監管者需要支援和維護貨幣以及資本市
場的穩定性，防範系統性風險和波動性。此外，他們
還需要與業內的利益方展開對話，以理解客戶和市場
需求的變化，並設計令其司法轄區可與其他境外財富
中心競爭的政策，從而推動境外資產管理的增長。
亞太區境外財富中心的發展同樣為區域和全球財富管
理公司帶來了巨大的機會，當然，機會與挑戰並存，
尤其是由於本地從業者通常十分強勢，而規模化的業
務模式難以實現，很容易導致失敗。具體而言，世界

雖然新加坡和香港均發展成為高度吸引的境外財富中

各地的公司都在苦思如何從新市場和新產品實現利潤

心，但兩地存在若干差異（見圖 12）。目前，新加坡
具備的整體優勢略微超過香港，但香港當局正在採取
措施彌補差距。就管理資產而言，新加坡吸引的財富
主要來自東南亞（包括印度次大陸），而香港是中國
的首選中心。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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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角度或「市場吸引力」包括普遍適用於客戶和公司的參數，不能被唯一地歸因於客戶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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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根據不同利益方的觀點，得出各地境外財富中心的吸引力
瑞士

盧森堡

海峽群島 e

新加坡

香港

馬來西亞

杜拜 b

 對金融保密性和

 對金融保密法

 對金融保密法

 資本市場產品

 監管動態將對

 整體吸引力仍

 伊斯蘭銀行的

監管方的壓力預
期將會增加

律的壓力預期
將會增加

律的壓力預期
將會增加

的深度預期將
會改善

未來財富管理
業的增長產生
影響

然較低，在資
本市場方面進
展不大

增長可能增加
產品的深度

因素
客戶角度

金融保密性 a
利好的稅法
獲得結構性產品及服務

公司角度

有無經驗豐富的顧問
富裕人士財富增長
開展業務的寬鬆程度

市場角度

監管負擔

c

資本市場深度
金融中心的成熟度
評估穩定性

d

高度吸引

適度吸引

最不吸引

a. 瑞士在 Financial Secrecy Index 位列第一，然而，隨著政府施加監管壓力，瑞士被迫公佈客戶記錄，這一情況可能發生變化
b. 儘管杜拜並不屬於亞太區，但被納入分析，原因是杜拜吸引了亞太區和其他地區的投資
c. 監管負擔加重導致得分降低和吸引力低
d. 評估穩定性估計的是關鍵參數在未來數年維持穩定的可能性；這些參數的任何變動都可能影響中心的吸引力
e. 海峽群島參數的得分主要是基於二手資料的研究，原因是海峽群島並非獨立的國家，未被任何機構排名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2；全球金融中心指數，2011；經濟學人智庫；Financial Secrecy Index，2011；世界銀行

圖 12

新加坡和香港作為境外財富中心在吸引力上的關鍵區別

關鍵區別

新加坡

香港

對財富管理公司的監管

 企業在服務富庶大眾和富裕人士之間存在清晰的差異

 這一差異在 2009 年十分突出，因為雷曼迷你債醜聞後政府採取不同的

境外財富中心的獨立性

 新加坡被視為獨立的國家，不受外部力量的過度影響

 香港被認為受到中國的影響，可能阻礙部分富裕人士在此投資

與監管機構相處的寬鬆程度

 新加坡的監管機構單一，企業更容易規劃及實施相關規定

 香港存在多重的監管機構，因此對於企業而言較為複雜

目標客戶群

 許多亞洲富裕人士喜歡新加坡，因為它在多個東南亞國家都有投資管道

 由於文化和商業的原因，亞太區富裕人士的第二大基礎

監管壓力水準

 儘管監管壓力略高於香港，但法律透明而直接

 監管負擔較低，但架構並不完善，可能會變動

信託服務

 新加坡擁有監管完善的現代信託法律，提供先進的信託服務。

 由於現有法律過時，香港在信託服務方面仍然落後於新加坡

其他主要優勢

 新加坡被視為「白名單」司法轄區，可以吸引如拉美和俄羅斯等地的全

 2010 年，香港是最活躍的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招股價值 570 億美元，

球富裕人士

改進措施

— 中國的富裕

人士通常傾向於投資香港（例如本地的首次公開招股）

為富裕人士提供了大量的投資機會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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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長，同時避免成本的大幅增長。27 對於新興市場

所有利益方均存在機會

及其境外財富中心，外資公司需要根據競爭的激烈程

亞太區境外財富中心的發展為客戶、公司和監管者都

度（尤其是來自本地公司的競爭）以及許多資產無法

創造了機會。這些中心為富裕人士客戶提供更多地域、

流動或無法管理的事實，現實地評估可實現的管理資

產品和待投資經濟體的選擇。

產目標，這一點尤其關鍵。要成功與本地的從業者競
爭，把握客戶的財富機會，各公司更需要理解其業務

公司可以利用專業化的業務模式，及 / 或在財富管理

所在的境外財富中心的特定文化和行為特徵。

特定細分領域的專長，把握更多的市場份額並建立規
模化的業務模式。這將需要透過對培訓的投入，發展

因此，在這些新進的具有影響力的境外財富中心，公

和提升顧問的專業經驗，解決顧問人才短缺的問題。

司在作出有關如何確立或擴大業務的決策時需要深思

能夠透徹理解文化差異和本地客戶的需求，提供度身

熟慮。關鍵的決策包括是否透過開設新的分支或與本

定制的財富管理建議和解決方案的顧問將更容易贏得

地銀行及公司合作，以及確認現在以及將來提供的產

客戶的信任。

品和服務，拓展業務和容量。外資公司也需要熟悉各
產品的監管限制，如對複雜金融結構產品的限制。

監管者將有機會提升各中心作為可靠及監管境外財富
中心的聲譽。他們可以借鑒傳統境外財富中心的經驗

目前只關注有限市場的亞太公司可能錯失透過境外財

和錯誤，透過與利益方的對話，更為切實高效地制定

富中心部署資產管理的潛在客戶。倘若擁有必需的核

及實施相關法規。這將大幅減少監管成本，減輕利益

心競爭力，這些公司可以透過集中對境外財富中心的

方的恐懼。

亞太經濟體投資，實現規模化經營。在這些地區擁有
業務的區域公司可在境外財富中心建立經營樞紐，投

然而，要充分利用這些優勢，各公司需要克服種種挑

資不同的國家以減少整體成本。

戰。境外財富的增長必將導致更大的監管審查，公司
在確認及申報資金來源時必然產生大量的成本（如反

來自區外而本地業務有限的公司，則會逐漸發現其富

洗錢監管）。法規還可能限制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裕人士客戶要求對亞太新興經濟體進行更多的投資，

監管者已經在確保在資產管理團隊和資本市場團隊之

實現海外資產的進一步多元化，而這些都可以透過亞

間存在明確的區分，這一關係在過去為財富管理人帶

太境外財富中心來實現。對於已經重點發展亞太區的

來了重要的客戶線索。對於在亞太區境外財富中心經

公司，則需要在新興的境外財富中心增加業務，支援

營的公司而言，此類監管動態將對其盈利以及利潤率

客戶的需要。這些公司具有優勢，可將全球最佳實踐

增長產生直接的影響。

引入新興財富中心，同時幫助監管者起草政策，推動
區內財富管理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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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直接的挑戰是缺乏熟悉業務的人才。專業人才的
匱乏將影響公司為大量客戶提供服務的能力，或難以
為客戶花上充足的時間。公司不能簡單地從已開發市
場或從其他業務領域如零售銀行業引進專業人士，因
為這些顧問可能無力應對文化的差異及 / 或區內富裕
人士的投資需要。技能的短缺還可能推高經營成本，
因為經驗豐富的顧問薪酬上漲，而發掘及培訓新的人
才成本上升。這也出現了經驗豐富的顧問流向競爭對
手公司的危險，威脅現有的客戶關係。
公司可能繼續面臨薄利和低利的狀況，許多亞太區財
富管理業務僅能維持收支平衡，但由於亞太區富裕人
士數量及財富增長，因此繼續維持經營。
為獲得成功，公司需要有效管理多樣化的客戶背景及
預期。例如，大部分亞太區富裕人士客戶為企業家。
他們要求具有流動性或接近流動性的投資以滿足其短
期的業務需要，並需要針對短期需求，設計更簡單的
產品。與此同時，許多地區的富裕人士屬於近期新進，
期待自己管理其投資組合。
隨著亞太區富裕人士數量增長，境外財富中心自身的
吸引力提高，無疑將有越來越多的富裕人士資產在亞
太區的境外財富中心持有。然而，對於希望在這些新
進境外財富中心獲得發展的財富管理公司，需要採取
多方面的措施，包括提升其人才和產品範圍，對風險
與監管以及資訊基礎設施進行投入，並根據核心能力
調整業務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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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為在亞太境外財富中心繁榮發展，財富管理公司可以借鑒其他地
區所使用的模式，同時還需要利用核心競爭力

若財富管理公司要在亞太境外財富中心謀求

作為境外財富中心，新加坡已經在扮演成熟的金融中

增長，則需要利用其經營所在司法轄區的優

心的角色上取得高分，而其開展業務的寬鬆環境一直

勢，同時保證其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不受影響。

獲得高度讚譽。然而，在財富管理專業領域缺乏經驗

這對於尋求與本地企業進行競爭的全球公司

豐富的顧問將成為未來新加坡的一個主要挑戰。與此

而言，尤其如此。成功不能單純依靠設立當

同時，預期新加坡將在不久的將來將其監管標準提升

地業務實現；還必須透過品牌聲譽建立信任，

至全球水準，可能令監管環境有所改變。

或透過其他能力吸引客戶及財富。

香港已經擁有完善的人才基礎，就金融中心的成熟度
而言，香港與新加坡享有同樣的美譽，但在監管的主
動性方面目前仍然落後。（但政府部門正在採取措施
進行改善。）香港在資本市場深度方面的吸引力甚至
被視為超過新加坡。然而，未來香港作為主要境外財
富中心的發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原因是市場
認為中國對香港的影響巨大，其獨立性不如新加坡。
然而，新加坡和香港均處於有利地位，相對瑞士等中
心而言，新加坡和香港對富裕人士的吸引力不斷增加。
當然，亞太中心的業務模式更傾向於如海峽群島等區
域境外財富中心。
區域中心一般主要集中於向客戶提供財富架構服務，
而金融保密性是傳統中心如瑞士和盧森堡等的關鍵主
張。由於監管者要求披露更多的財務資訊，亞太中心
必須確保支持保密性合規、強大的財富管理和信託實
力的模式。同樣，與傳統中心廣泛側重於全球富裕人
士不同，區域中心以往的做法是將富裕人士客戶鎖定
在鄰近國家，這一方法同樣適用於亞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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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討論服務性質時，亞太中心與傳統中心更為

 資訊科技基礎設施。雖然存在不同類型的資訊科技

接近 — 提供各個類型的財富管理服務，而不是像區

模式，但開放式平臺日益成為全球企業的規範。亞

域中心一樣，通常專注於提供如跨境稅務規劃或某些

太中心的企業仍然選擇專屬模式，但其投資水準大

信託服務等專業服務。鑒於亞太區富裕人士客戶群及

幅超過開放平臺，而且靈活性差。適當的資訊科技

其偏好和需求存在多樣化特點，亞太中心必須提供全

模型對於規模化的經營同樣十分關鍵。

方位的服務。（然而，外國企業在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方面可能難以和本地企業競爭。）

對這些領域的關注對於企業在亞太境外市場的發展十
分關鍵，但企業在構建規模化的業務模式時，也不能

考慮到亞太境外財富中心的經營現實和其內在的優缺

犧牲其核心競爭力。例如，以費用 / 諮詢為基礎的業

點，許多公司需要提高自己的實力以求發展。以下是

務模式更為接近海峽群島這一類的區域境外財富中

需要進一步加強和投資的領域：

心，可能更加適合亞太中心的企業。此外，還有一個
從子公司模式轉向分支架構的趨勢，但這只是一個法

 專業人士。公司需要確保擁有充足的專業人士，不
僅僅是在前檯，還包括中台和後檯的運作。這意味
著需要不斷對現有的顧問提供進修，讓其可以解決

律性調整，令其對成本的控制較子公司模式更為有力。
部分全球企業還可選擇合資經營的模式，利用行業專
長和本地知識進行優勢互補。

富有挑戰性的客戶需求，並培訓新的或者年輕的顧
問，後者可能擁有本地市場的經驗，但需要更多的

在部署策略的同時，所有企業還應與監管者持續公開

教育才能成功開拓和維繫長期的客戶關係。

對話，這點也不容忽視，因為這將令企業可以預計監

 產品範圍。許多公司需要提升其全權委託產品的範

管要求方面的變動。企業還應積極參與有關市場如何

圍，更為靈活地定制適用於客戶特定需求的投資組

發展以令客戶受益和讓監管者安心的討論，這樣的討

合。在亞太中心，全權委託產品僅佔所有產品的

論同樣可以為企業創造機會。

5%-10%，而傳統財富中心為 30%。然而，亞太區富
裕人士的可投資財富通常局限於房地產和企業所有
權，因此富裕人士客戶需要釋出更多的可投資財富，
才能部署全權委託產品
 風險及監管。亞太區的監管者在風險和監管方面逐
漸採取更加嚴格的標準，與已開發市場的標準看齊。
公司需要確保其風險和監管架構符合全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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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2012 年亞太財富報告》專注於十大核心市場：澳洲、中國、香港、印度、

感謝下列人士協助編制本報告：

印尼、日本、新加坡、韓國、泰國和臺灣。市場規模模型包括亞太區範圍
內的 18 個國家和地區。

凱捷公司 William Sullivan、Karen Schneider、

我們利用凱捷顧問公司羅倫茲曲線估計各個地區的財富規模和增長情況。

David Wilson 及 Chirag Thakral 對 本 報 告

該方法按年度基準更新，計算宏觀層面富裕人士金融財富的價值。
我們的研究方法涉及三個步驟。我們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
公認資料來源所提供的國家帳目統計資料，估計個別國家的整體財富，用
以確定每年的全國總儲蓄金額。這些資料合併調整後，算出國家的總計財
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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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映富裕人士之財富中所持股票之市值。
然後，我們根據財富與收入之間的公式關係，估計財富在各國成年人口
中的分佈。收入分佈資料由世界銀行、經濟學人智庫和各國的國家統計
資料提供。我們使用計算得出的羅倫茲曲線，將財富分配於各個國家的

提 供 全 面 指 導；Mahesh Bhattad、Saurabh
Choudhary、Sivakanth Dandamudi、Santosh
Ejanthkar、Rajendra Thakur 及 Jackie Wiles
負責研究、匯總與撰寫調查結果並提供深入
的市場分析；Claire Sauvanaud、Mark Wales
以及凱捷財富管理業務部的同仁提供洞見
與 專 業 知 識。 此 外，Matt Hebel、Sourav
Mookherjee、Sunoj Vazhapilly、Mary-Ellen
Harn、Vanessa Baille、Erin Riemer 及 Unni

成年人口中。

Krishnan 持續提供全球性支援。

為獲得可投資財富佔總財富的比例數值，我們使用現有的國家統計資料計

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的 Stuart Rutledge、

算金融財富的價值，再以此結果推算出其他國家的情況。我們每年重申我

Mark Fell、Kathy Engle、Aimee Wong、

們的宏觀經濟模型，納入影響財富創造的其他國內經濟因素。我們亦與全
球各地的同事及合夥人合作，剖析國內政策、財政與貨幣政策長期以來對

Patricia Crawford、Aishling Cullen、Paul

富裕人士創造可投資財富的影響。

French、Peter Hoflich、Claire Holland 與

我們公佈的可投資財富資料包括私募股權的帳面價值，以及各種公開報

究，以確保重要議題的發展在金融服務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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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重視，並策劃支持本報告的推出；Barend

用品和用作主要住宅的房地產。理論上，海外投資被計算在內，但目前

Janssens、John Montalbano、Eric Lasce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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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納入
了未申報的存款。
鑒於過去數年的匯率（尤其是美元）出現大幅波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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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沒有重大的影響。
為對境外財富中心的整體吸引力作出評分，我們使用的模型分析了 20 個
子參數（列於第 24 頁）。每個參數的得分是 1 至 5 分（1 為最低，5 為
最高）。為將得分轉換為吸引力，我們作出如下評級：倘若參數的得分為
5 分，則該中心將被視為高度吸引；得分為 3 或 4 分，評級為適度吸引，
低於 3 分則為不具吸引力。最終的中心吸引力分數是各境外財富中心所有
參數得分的簡單平均數。該分析基於大量可靠的資料來源，包括美世、經
濟學人智庫以及世界銀行。

Yen To 提供方向、資訊通路、業界觀點及研

Alex Khein 、Paul Patterson 、Andre w
Turczyniak、Yoji Takeda、Hilary May、Jay
Roberts、Mary Sumners、Janet Engels、Simon
Ng 及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其他主管在
產業趨勢上提供專業建議。
此外，
我們要感謝：
Sanam Alaghband、Jennifer Dela-Cruz、Edith
Galinaitis、Bev MacLean 以及 Jamie Steiner 提
供全球性支援。我們還要感謝凱捷公司、加
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及其他機構的區域專
家，參與我們的主管訪問，使研究結果更具
有效性，且增加了分析的深度。
我們感謝相關公司為我們提供全球財富管理
行業重要事件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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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僅提供一般資訊，任何依賴本報告內容的人士須自負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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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凱捷金融服務
作為全球著名的諮詢、技術和委外服務供應商，凱捷 (Capgemini) 使其客戶能使用各種科技進行轉型與運作。凱捷透過獨

特的工作方式，即協同業務體驗 (Collaborative Business Experience ™ )，向客戶提供洞見和業務能力，協助客戶充分自由發揮，
取得卓越的成效。集團運用 Rightshore® 全球服務模式，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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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個國家，2011 年的全球營收達 97 億歐元，全球擁有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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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憑藉自己對全球目標市場規模及潛力的獨特見解， 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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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利預期。我們還幫助公司制定及建立營運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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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登錄 www.capgemini.com/financialservices 取得詳情。
凱捷主要辦事處
上海

+86 21 6182 2688

香港

+852 3512 3888

新加坡

北京

+86 10 656 37 388

浦那

+91 20 2760 1000

達義市

孟買

+91 22 6755 7000

海德拉巴

+91 40 2312 6000

臺北

金奈

+91 44 6633 1000

雪梨

+61 2 9293 4000

+33 1 47 54 50 00

紐約

+1 212 314 8000

+65 6224 6620
+63 2 667 6000
+886 2 8780 0909

凱捷企業總部
巴黎
Rightshore® 商標屬於凱捷

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
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是世界前十大財富管理公司。* 該公司直接服務於加拿大、美國、拉美、歐洲、中東、非洲和亞洲
的富庶大眾、富裕客戶和超富裕客戶，提供全套的銀行、投資、信託服務和其他財富管理。該部門亦透過其加拿大皇家銀
行全球資產管理業務部（該業務部包括 BlueBay 資產管理），以直接方式、透過加拿大皇家銀行和協力廠商分銷商，向機

構與個人客戶提供資產管理產品和服務。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代管資產超過 5600 億加元，管理資產超過 3220 億加元，
擁有約 4,300 名理財諮詢師、顧問、私人銀行家和信託人員。

加拿大皇家銀行
加拿大皇家銀行（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代碼是 RY）及其子公司在經營中使用統一的品牌名稱

RBC。按資產和市值衡量，我們是加拿大最大的銀行。根據市值，我們躋身世界最大的銀行之列。我們是北美的領先多元

化金融服務公司之一，並在全球提供個人與商業銀行業務、財富管理服務、保險、企業與投資銀行及投資者服務。我們在
加拿大、美國和 51 個其他國家設有辦事處，雇用大約 80,000 名全職和兼職雇員，服務於近 1500 萬名個人客戶、企業、公
共領域和機構客戶。如需更多資訊，請登錄 rbc.com.

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主要辦事處
加拿大

855-444-5152

在 140 多個地方設有辦事處

美國

800-759-4029

在 190 多個地方設有辦事處

加勒比

歐洲

巴巴多斯

(246) 429 4923

日內瓦

+(41) 22 819 4242

巴哈馬群島

(242) 702 5900

馬德里

+ (34) 91 310 00 13

開曼群島

(345) 949 9107

杜拜

亞洲
北京

(+86-10) 5839 9300

汶萊

(+673) 2 224366

香港
新加坡

中東

不列顛群島

南美
(+44) 20 7653 4000

蒙特維多

(+852) 2848 1388

根西島

(+44) 1481 744000

聖地牙哥

+(65) 6230-1888

澤西島

(+44) 1534 283000

聖保羅

倫敦

+ (971) 4 3313 196

+(598) 2 518 3200
+(562) 956 4800
+ 55 11 3383 5200

* 2012 年 Scorpio Partnership 私人銀行業務基準。本基準包括所有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的子公司，包括美國分部。在美國，證券發售透過加拿大皇家銀行的全資子公司 — 加拿大
皇家銀行資本市場有限公司旗下的分部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進行。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SIPC）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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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捷與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此處使用的標識和徽標是各公司的商標或註冊商標。本報
告所提及之所有其他公司、產品與服務名稱均為其各公司所屬之商標，使用時無侵犯商標權
之意圖。未獲凱捷與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法複製或
拷貝本文件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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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加拿大皇家銀行或其子公司或從屬業務部門（包括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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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其使用本資料。
本文無意作為加拿大皇家銀行旗下任何實體提出的銷售或提供任何特定金融帳戶、產品或服
務的明確邀約，或申請該等金融帳戶、產品或服務的明確邀請。加拿大皇家銀行並未在受禁
止的司法轄區提供帳戶、產品或服務，因此，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並非在所有國家或市
場開展業務。
本文資訊僅為一般資訊，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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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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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原文是英文。除英文版以外，其他文字譯本是為使用者方便而提供。凱捷公司和加拿
大皇家銀行特此聲明，對翻譯錯誤概不負責。本文內容以目前現狀為前提。凱捷與加拿大皇家
銀行對本報告之任何資訊不作任何保證。

40536 (09/2012)

如需進一步資訊，請聯絡：wealth@capgemini.com
有關凱捷的媒體查詢，請聯絡：

有關加拿大皇家銀行的媒體查詢，請聯絡：

Mary-Ellen Harn
+1-704-490-4146
mary-ellen.harn@capgemini.com

Aishling Cullen
+1-416-974-4826
aishling.cullen@rb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