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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財富報告
給讀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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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財富報告》。我們兩家公司攜手合作已有20餘載，一直以來致力研究推動財富創造的
總體經濟因素及其他因素，並深入分析影響全球富裕人士(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的主要趨勢。
全球金融市場在經歷了2008年的重創後，在2009年的表現明顯大幅反彈，相比之下，2010年的成長顯得較
為溫和，但全球多個金融市場在去年仍有不俗的表現。同樣，富裕階層的人數及財富亦以溫和步伐成長，
儘管富裕人士的態度比起在金融危機前來得較為審慎，但他們在追求報酬方面已回復進取。新興國家經濟
活動表現強勁，當中以亞太區國家的成長最為急速，例如中國和印度。在這些國家經濟成長的推動下，全
球經濟成長已重上軌道。
現時不少國家仍竭力應付金融危機後的各種後遺症，例如歐洲市場潛伏的主權債危機以及多個國家面對的
龐大財政赤字，這些問題更因推出刺激經濟措施而進一步惡化。
富裕客戶亦意識到目前全球局勢存在以上挑戰，而且還不乏其他風險，例如中東政局動盪及日本地震的災
後救援工作和核危機。面對這般不明朗的局勢，富裕人士更為著重保本，並期望所採取的理財策略能幫助
他們達成人生目標，而並非僅僅為符合投資指標而設。
因此，財富管理公司和顧問的工作變得更為艱巨，他們不僅要顧及富裕客戶的所有重點需要，還要應付利
潤受壓及業內競爭的情況。
幸而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財富管理公司和顧問已重新獲得富裕客戶的信任，令他們可以專注於為客戶提
供適當的理財建議，針對當前情況建立靈活的應對方案，以回饋客戶對他們的信賴。對於不少財富管理公
司和顧問而言，這項工作需要他們採取積極進取的行動，提升本身在財富管理以至投資及企業金融業務各
方面的實力，以確保能全面滿足富裕人士在危機後的多元化需要，為客戶及公司創造價值。
我們很榮幸能為您提供研究結果，期望全球財富報告的分析能持續為您帶來啟發。

John W. Thiel

Jean Lassignardie

美國財富管理及
私人銀行及投資部主管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

全球金融服務部
全球銷售及市場部主管
凱捷顧問公司

2010年全球富裕階層的人數及
其財富持續增加
2010年，全球富裕人士 1的人口及其坐擁的財富同時呈現
成長，但相比2009年在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的龐大虧損
後的大幅反彈，幅度相對溫和。

� 2 0 1 0 年，全球富裕人士的金融財富增加了9 . 7 % ， 達
42.7兆美元，超越2007年危機前的高峰。全球富裕人士
的人數增加8.3%，達1,090萬人。按區域分析的結果如
下︰

– 亞太區富裕階層的人數達330萬人，是現時全球富裕人士
的第二大集中地，緊次於北美之後，並首次超越歐洲。
2009年 亞 太 區 富 裕 人 士 的 財 富 總 額 已 超 越 歐 洲 ， 並 在
2010年擴大該差距。

– 歐洲的富裕人士財富總額在2010年增加了7.2%，達10.2
兆美元，而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財富則增加了12.1%，達
10.8兆美元。

– 2010年北美富裕人士的財富達11.6兆美元，上升9.1%。

在經歷動盪的兩年後富裕階層回
復溫和成長
富裕階層成長步伐較2009年溫和
2010年，全球富裕人士人數增加了8.3%（見
圖1），相對2009年17.1%的大幅成長，步伐
轉趨溫和，較有利於長遠的穩定成長。富裕
人士金融財富的成長率亦放慢至9.7%（見圖
2），成長幅度仍屬穩健，但低於2009年在
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大損失後大幅反彈
18.9%的水平。2010年的增幅仍足以推動全
球富裕人士的金融財富增加至42.7兆美元，
超越2007年金融危機前的高位40.7兆美元。
亞太區富裕階層人口的區域成長率仍然強
勁。繼2009年在財富方面超越歐洲後，現在
亞太區富裕人士的人數亦領先歐洲。

– 拉丁美洲富裕階層的人數在2010年再度輕微上升(6.2%)，
擁有的財富增加了9.2%。近年來拉丁美洲富裕階層具逆
境反彈的能力及穩定性（在2008年富裕階層人數僅減少
0.7%），現時當地富裕人士坐擁的財富已較2007年增加
18.1%。

� 印度的富裕階層人數排名首次打入首12名，澳洲再升一
級 至 第 9位 。 全 球 富 裕 人 士 的 分 佈 逐 漸 變 得 分 散 ， 但
2010年 的 地 域 分 佈 整 體 來 說 跟 以 往 無 大 分 別 ， 全 球
53.0%的富裕人士仍集中於美國、日本及德國。

� 超 富 裕 人 士 2的 人 數 及 財 富 升 幅 稍 高 於 平 均 成 長 水
平。2010年，全球超富裕人士的人數和財富分別增加了
10.2%和11.5%，佔全球富裕人士財富的比例由35.5%
上升到36.1%，而人數則佔全球富裕階層人數僅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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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超富裕人士(ultra-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指持有的金融資產逾3,000萬美元之人士，其中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消費性產品與耐用消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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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富裕人士人數，2007-2010年（依區域劃分）
HNWI Population, 2007 – 2010 (b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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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富裕人士財富分佈，2007-2010年（依區域劃分）
HNWI Wealth Distribution, 2007 – 2010 (by Region)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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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區域的表現如下︰

富裕階層人口比重雖仍高度集中，但正逐步分散

� 亞太區富裕階層人數上升了9.7%，達330萬人，歐
洲則上升6.3%，達310萬人。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財
富增加了12.1%，達10.8兆美元，較歐洲富裕人士
坐擁的財富10.2兆美元更多，歐洲富裕人士於2010
年的財富成長率為7.2%。整體而言，亞太區富裕
人士的財富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14.1%，儘管在
此期間曾經因為金融危機而蒙受龐大的相關虧
損。北美及歐洲尚未完全彌補損失，因此在同期
呈負數成長。

全球富裕人士大部分仍集中於美國、日本及德國，
但比重正逐步分散。上述三個國家的富裕階層人數
佔全球富裕人口總數的比例，由2006年的54.7%下
降至2010年的53.0%。假若新興及發展中市場的富
裕人士人數繼續以高於已開發市場的步伐成長，該
三個國家所佔的比重將會繼續減少。

� 北美區的富裕人士人數繼2009年上升了16.6%後，
在2010年上升8.6%，達340萬人，財富則增加了
9.1%至11.6兆美元。美國仍是全球富裕人士的最大
單一集中地，聚集了310萬名富裕人士，佔全球富
裕人士總人數的28.6%。
� 在拉丁美亞洲，富裕人士仍屬少數，人數不足50
萬。然而，該區的超富裕人士為數不少，拉高該區
富裕人士的整體財富水平，使2010年該區富裕人士
的整體財富水平上升9.2%，達7.3兆美元。拉丁美
洲富裕階層在金融危機的最壞時刻表現出甚佳的回
復能力（富裕人士人數在2008年僅減少0.7%），而
人數其後亦一直呈溫和成長，於2009年及2010年的
增幅分別達8.3%及6.2%。超富裕人士人數高於正常
比例，亦令富裕人士的財富增加，自2007年以來增
加了18.1%。
� 中東方面，富裕人士的人數於2010年上升10.4%至
40萬 人 ， 坐 擁 的 財 富 增 加 了 12.5%， 達 1.7兆 美
元，扭轉了該區在2009年富裕人士的人數及財富
成長均落後其他地區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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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全球富裕人士的新增人口中，亞太區的按
年成長率繼續領先。在2010年，以下國家／地區的
富裕人士人數顯著上升︰香港(上升33.3%)、越南
(33.1%)、斯里蘭卡(27.1%)、印尼(23.8%)、新加坡
(21.3%)及印度(20.8%)。整體來看，上述各地的富裕
階層日漸強大，反映了總體經濟數據（如國民收入總
值）表現強勁，以及其他推動財富的主要動力（如
股市）表現凌厲。這些市場中，尤其是香港和印
度，都在2008年表現大幅下挫後在2009年成為大贏
家。
儘管如此，這些地區的富裕階層相比之下人數仍然
較少，未能打進全球最大富裕人士市場排名的較前
位 置 。 然 而 ， 印 度 的 富 裕 階 層 人 數 （ 15.3萬 ） 在
2010年已取代西班牙（跌至第14位）進佔第12位（見
圖3）。澳洲的富裕人士人數於2010年增至19.3萬，
排名上升一級至第9位，超越義大利。

2010年全球富裕階層的人數及其財富持續增加

圖3

2010年富裕人士的人數分佈（依國家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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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富裕階層人數及其財富連續第二年呈強勁成長
全球超富裕階層人數於2010年上升10.2%至10.3萬
人，坐擁的財富繼2009年飆升21.5%後進一步在2010
年上升11.5%。
現時全球大部分財富仍不成比例地集中於超富裕階
層。截至2010底，超富裕人士的人數僅佔全球富裕
人士總數0.9%，但所擁有的財富卻相當於全球富裕
人士財富的36.1%，該數據較2009年的35.5%輕微上
升。

北 美 仍 是 匯 聚 最 多 超 富 裕 人 士 的 區 域 。 於 2010年
底，該區的超富裕人士總數達4萬人，高於2009年的
3.6萬人（但人數仍較2007年4.1萬人為低）。按區
域計算，拉丁美洲超富裕人士的人數佔整體富裕階
層 的 比 重 為 最 高 ， 達 2.4%， 高 於 全 球 的 平 均 水 平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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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回顧

3

全球經濟重拾成長動力，各地市場表現穩健
� 全球經濟在2010年開始回歸常態，但金融危機的餘
波繼續對全球經濟造成破壞，以及令財赤不斷擴大。
金融危機的餘波未了，例如歐元區面臨的主權債危
機，多國政府亦設法在推動經濟成長的同時修補並鞏
固財政狀況。2010年美國財政赤字達國內生產總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GDP)的10.6%，
數字之龐大為成熟經濟體中之最。 4

� 新興國家經濟在2010年繼續為推動全球經濟的主要
動力，全球國內生產總值回復成長。實 質 GDP在
2009年萎縮2.1%後，在2010年回復到成長3.9%，
主要是由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及拉丁美洲的GDP
成長率分別達8.3%及5.7%之故。美國、歐洲、中亞
地區的GDP在2009經歷萎縮後在去年以溫和步伐回
升。

� 股票、大宗商品及其他市場在2010年均表現理想。
儘管部分市場出現財政問題並造成虧損，但全球股票
市場市值仍於2010年上升18.0%，但該成長數遠低
於2009年之成長數。發展急速的市場對原物料需求
甚殷，投資人投資意欲轉強，導致多項大宗商品的價
格於年底升至較高水平。不動產價格上揚，但升幅各
地不一，亞太區市場不動產價格飆升的幅度，甚至令

金融危機的衝擊已減退，但2010年
部分地區出現財政問題及龐大財赤反
映餘波未了
在經濟開始回歸常態之際，金融危機引發的
後遺症在全球多處浮現
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在2010年消退，但
其後遺症卻以多種形式逐一浮現，例如歐洲的
主權債危機及美國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反映
經濟復甦依然脆弱，並可能阻礙2011年的經濟
成長。
在2010年，歐元區的主權債危機最終由歐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手向希臘及愛爾蘭提供援
助，方暫時告一段落。到了2011年初，歐洲經
濟情勢又再惡化，葡萄牙瀕臨破產邊緣，其他
經濟體亦岌岌可危，其中以西班牙的情況最令
人堪憂。由於危機牽連甚廣，歐盟投票通過設
立歐洲穩定機制，以最終取代臨時性的救助方
案（歐洲金融穩定基金）。主權債危機及因此
而起的救援行動對歐盟各國造成分化，並繼續
威脅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及健康發展。

該區部分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預，以避免形成資產泡
沫。

� 展望後市發展，預期全球經濟將面臨短期風險及各地
復甦步伐不一致的局面。預期2011年全球GDP成長
會回落至3.2%，並於2012年繼續維持於該水平，原
因是中國及印度等急速成長的發展中國家將面對產能
限制。另外，全球經濟復甦風險猶在，例如歐洲及中
東國家的混亂情勢，以及新興市場因資金大舉流入而
造成的不穩定因素。

3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總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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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變步伐︰財政調整的過程中面對重重挑戰」，財政監測，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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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方面，在政治及經濟上的首要工作是降低
國家的財政赤字（見下一節），但這項工作為
本來已銀根短缺的地方政府帶來額外的負擔，
令人憂慮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能否償還債務。

2010年回顧

中東在2010年亦需面對本身的財政難題。杜拜窮於
應付其國有企業「杜拜世界」於2009年底因不動產
價格下瀉以致無力償債所帶來的惡果。市場憂慮該
企業倒閉有可能觸發主權債危機，導致全球金融市
場收緊借貸條件，幸而事件最終得以化解，消除市
場憂慮，未有對該區的投資環境造成長遠不利影
響。
以上種種後遺症大部分禍根始於全球金融危機，但政
局動盪及2011年初發生的天災，說明了其他各種因素
如何拖累或擾亂全球經濟復甦的進程（見圖4）。
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蔓延中東多國的政治動
盪。2010年12月中，突尼西亞發生民眾騷亂，之後
北非及中東多個國家，包括埃及、敘利亞、利比

圖4

亞、巴林及葉門等亦相繼爆發類似的民眾動亂。這
一連串事件重創投資人對該區投資前景的信心，並
導致油價大幅飆升，威脅區內各國及依靠輸入原油
的國家的經濟復甦。
之後於2011年3月，日本發生9.0級大地震，是該國
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地震及其後引發的海嘯令位於
震央地帶的核電廠洩漏幅射性氣體及污水，演變成
核事故危機。日本這次災難起初令區內供應鏈、貿
易及投資活動中斷。其後於4月初，日本央行公佈日
本企業的營商環境因是次災難而面臨嚴峻考驗，且
現時仍無法預料全球經濟成長會否受到更大的牽
連。

全球金融及經濟大事，2010年及2011年首季

歐元區主權債危機︰
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義大利及西班牙主權債
台高築使歐盟備受考驗，部分國家更需歐盟／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救援

日本天災︰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9.0級大地震，是
該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天災，地震亦引發海
嘯及核危機，打擊當地經濟，影響可能波及
全球

美國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財赤︰
財政及預算赤字日益擴大，美國
各地政府的償債能力日漸成為投
資人關注焦點
不動產危機及中東政局動盪︰
2010年杜拜不動產價格由2008年的高
峰下跌最多達50%
拉丁美洲恢復能力強︰
拉丁美洲國家於2010年的整體
經濟成長率達5.7%

在2011年，中東及非洲北部相繼發生政
變，推高油價

亞太區恢復能力強︰
亞太區（日本除外）經濟展現
出強勁的恢復能力，該區於
2010-11年的實質GDP成長率
達8.3%，包括發展迅速的經
濟體如中國及印度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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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後的財赤問題仍是2010年內的重大挑
戰
金融危機及經濟衰退亦令財赤及公債水平惡化，其
中以已開發國家的情況尤甚，原因是該等國家的經
濟 活 動 復 甦 步 伐 較 慢 。 2010年 ， 日 本 公 債 接 近 其
GDP的200%，德國及法國兩國的公債則分別高於其
GDP的80.0%，英國公債相對其GDP亦上升12.9%
達77.0%。美國的公債水平相對於其GDP於2010年
上升16.4%至62.3%，其聯邦及州政府的財赤進一步
擴大，對經濟復甦造成威脅。
對多個國家而言，推動經濟成長並同時實施政策削
減財赤及債務（「改善財政體質」）是2010年面對
的重大挑戰。單從2010年來看，已開發國家較著重
於推動成長多於改善財政體質。以美國及日本為
例，為了刺激經濟而採取的新措施進一步拖慢了改
善財政體質的進度，因而導致兩國於2010年的財政
收支結餘（稅收加出售資產的收益，扣除開支）分
別呈10.6%及9.5%的虧損。 5 美國2010年的財政赤字
雖然已較2009年的12.7%低，但仍高於所有成熟經
濟體之上，並預期有可能會因繼續實施刺激經濟政
策而於2011年升至10.8%的水平。6
相反地，在2010年，多個新興國家政府鑒於資金湧
入尋求報酬，對投資活動過熱及通膨上升的跡象十
分關注。不少央行先後升息，期望藉此降低整體需
求及減慢成長，同時亦減少了政府在削赤方面投入
的資源。儘管如此，G20成員國中新興國家財政赤
字相對於其GDP的平均水平，仍低於G20發達國家
的平均水平（佔GDP-3.6%對比於佔GDP-8.2%）。7

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變步伐︰財政調整的過程中面對重重挑戰」，財政監測，2011年4月。

6

同上。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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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GDP在亞太區帶領下重拾升軌
發展中國家的內需在2010年為全球成長提供動
力
雖然挑戰不斷，全球經濟於2010年仍有3.9%的實質
年增長率，惟成長的動力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這
與2009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將全球GDP的萎縮
幅度限制至2.1%的情況大致相同。
在2010年，各區均呈正面經濟成長，包括曾於2009
年經濟大幅度萎縮的歐洲、北美及日本（見圖5）。
然而，主要經濟動力仍來自亞太區（日本除外），
中國、印度及新加坡等市場的強勁內需刺激GDP上
升 8.3%。 日 本 在 2010年 亦 穩 步 復 甦 ， 當 地 經 濟 在
2009年萎縮5.2%後，在2010年回復成長4.0%。2010
年北美及西歐的GDP成長則分別為2.9%及2.0%，遠
較新興市場溫和。
拉丁美洲經濟的復甦幅度亦甚可觀，在2009年萎縮
2.4%後，在2010年的成長率達5.7%。

全球的個人及政府開支微幅上升
2010年，全球消費信心逐漸轉強，刺激個人消費微
幅上升(3.1%)。同樣地，亞太區（日本除外）的個
人消費改善幅度最為強勁，達10.0%，而北美及西歐
等發達區域的情況則無甚變動。
美國方面，雖然個人消費增加了2.0%，但由於失業
率仍然偏高且政府逐步撤回自金融危機後推出的刺
激經濟措施，令消費信心未有太大改善。歐洲則由
於主權債危機繼續困擾市場而導致個人消費開支停
滯不前。

2010年回顧

圖5

實質GDP成長率，2009-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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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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政府的消費開支繼2009年增加3.4%後，在
2010年增加了2.2%，反映多國政府為消弭金融危機
的衝擊而持續實施刺激經濟措施的成效。成熟經濟
體的政府開支仍佔全球各地政府開支總額的最大部
分。儘管亞太區及拉丁美洲為了推動經濟持續復甦
亦於2009至2010年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增幅分別為
9.1%及25.0%），西歐及北美的政府消費開支（於
2010年 分 別 為 3.2兆 美 元 及 2.8兆 美 元 ） 仍 然 為 最
高。

國民儲蓄增加但家庭儲蓄減少
2010年，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外，所有區域的國民儲
蓄均見增加。全球各地的國民儲蓄佔GDP的比重由
2009年的21.3%微升至22.2%，亞太區（日本除外）
的 比 重 仍 然 是 最 高 (39.3%)， 北 美 地 區 為 最 低
(10.9%)。
2010年G7大部分成員國的家庭儲蓄佔可支配家庭收
入的比重下跌，這是由於高失業率、消費信心轉弱
及歐盟區持續受財務問題困擾所致。之後假若央行
開始收緊貨幣政策，令存款利率更具吸引力，預料
家庭儲蓄比率應會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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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主要市場及其他因素繼續推動
財富增長
在 2010年 ， 多 個 市 場 的 表 現 有 助 推 動 了 財 富 增
長。股票及其他資產類別價值上升，雖然步伐不及
2009年自谷底反彈般急速。大宗商品及不動產的
價格於年底升至較高水平，多個避險基金的情況亦
一樣。部分發展中國家利率上升，吸引投資人從利
率較低的已開發國家抽走資金轉投該等發展中國
家。
在對全球財富舉足輕重的國家中，以下發展趨勢尤
為明顯︰
� 雖然全球經濟復甦疲弱，加上世界各地不時發生
經濟及政治危機，但全球股市市值上升18.0% 8，
迄年底為止達54.9兆美元，但仍低於2007年的高
位61.5兆美元（見圖6）。9 各地政府持續實施刺
激經濟措施，為股市價格提供支持。以美國為
例，為了阻遏利率上升而推行的國庫債券回購計
劃，令股票投資相對而言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全
球股市的波動幅度仍較金融危機前高，並於去年
中因歐盟國家爆發主權債危機而一度飆升（見圖
7）。

圖6

� 隨著投資人重拾對金融市場的信心，2010年國際債
券市場的規模擴大，為有意發債的金融機構、企業及
政府，帶來了更多的需求及流動資金。櫃檯買賣的衍
生性契約及信用違約交換的價格同告下跌。然而，由
於這類投資工具在金融危機中損失慘重，投資人對投
資於這些工具仍態度審慎。
� 新興市場利率上升吸引美元流入。大部分成熟市場在
2010年將利率維持於低水平，因此，多個新興國家
升息吸引資金流入，過程中亦使許多新興市場的貨幣
匯率上升。截至2010年底，美元兌巴西里爾、印度
盧比及中國人民幣分別貶值4.6%、3.4%及3.3%。相
反 ， 美 元 兌 英 鎊 及 歐 元 則 升 值 ， 分 別 上 升 5.2%及
8.1%。
� 多種大宗商品價格上揚。不論是用作原物料還是作
為 投 資 項 目 ， 大 宗 商 品 在 2010年 均 需 求 甚 殷 （ 見
圖8）。農產品及金屬的需求，特別是發展迅速的國
家如中國及印度，將多種大宗商品的價值推至歷史
新高，並預期於2011年繼續上揚。從避險基金及其
他機構投資人、個人及央行的反應可見投資人對黃
金及銀的需求殷切。道瓊-瑞銀黃金分類指數(Dow
Jones-UBS Gold Sub-Index)躍升28.6%，銀價格上漲
接近80.3%，表現領先大部分資產類別。 10

股市市值，2003-2010年（依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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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世界交易所聯合會，2011年1月

8

凱捷分析。

9

同上。

10

倫敦下午定價，www.kit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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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道瓊世界指數每日波幅（1997年1月-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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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道瓊世界指數(W1) – 1997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每日收盤點位

圖8

主要大宗商品指數表現，2009年12月-2011年3月

（2009年12月31日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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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道瓊瑞銀大宗商品每日價格指數(DJUBS)、黃金分類指數(DJUBSGC)、小麥分類指數(DJUBSWH3)及王米分類指數(DJUB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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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價截至2010年底大幅上漲。在經濟急速發展國
家的強勁需求的支持下，油價在2010年大部分時
間均於窄幅內漲跌。然而，到了12月，原油供應
開始放緩，令油價在年底由上年的每桶79.4美元
漲升至每桶91.4美元。2010年12月中，突尼西亞
爆發政變，不穩定的局勢更於2011年初蔓延至中
東多個國家，驅使油價節節攀升，且升勢可能會
持續。
�  避 險基金跟從股票價格上升。道瓊瑞士信貸避險
基金指數(Dow Jones Credit Suisse Hedge Fund
Index)截至2010年底上升了11.0%，並超越2007
年的年底水平。金融危機期間，避險基金遭大舉
贖回，資產價值大幅下瀉，幸而在2010年下半年
起淨流入顯著增加。去年股票策略基金表現普遍
領先固定收益基金，而在所有類別中，投資於抵
押權相關證券的基金均躋身表現最優秀之列。隨
著市場持續復甦，避險基金表現的波動於2010年
有所緩減。然而，由於行業監理收緊，任何不利
消息或法規改變都有可能打擊投資人信心。
� 不動產投資增加。美國不動產市場表現回穩，英
國等其他市場大幅反彈，帶動全球不動產投資增
加。然而，不動產投資的短期前景並不明朗。美
國及英國政府為支持住宅市場而推出的措施已大
致告一段落，因此住宅需求及價格可能會回軟。
亞太區方面，多個市場的不動產價格攀升，部分
國家現時將政策重點放於防止資產價格泡沫形
成。受惠於中國內地經濟成長強勁及購買慾旺
盛，香港的不動產價格於2010年躍升19.5% 11。道
瓊全球精選REIT指數繼2009年升23.8%後，於
2010年上升18.6%。

11

「全球不動產指南」，2011年1月。

1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變步伐︰財政調整的過程中面對重重挑戰」，財政監測，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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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持續復甦但下行風險猶在
鑒於中國及印度等急速成長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產能限
制，加上已開發國家的財政失衡問題仍有待解決，預
期2011年全球GDP成長將放慢至3.2%，並於2012年
繼續維持於該水平。然而，全球經濟很可能會出現不
一致的復甦步伐，而且會存在不少風險，包括︰
� 多國政府的財赤仍有待解決。財政赤字及債務水平
對多國政府以至全球經濟構成短期風險及長遠的結
構性問題。因金融危機而推出的刺激經濟措施成功
刺激多個主要經濟體的借貸增加，同時亦導致政府
債務水平上升。儘管如此，G20的發展成熟國家在
2011年用於改善財政體質的金額預期少於GDP的
0.25%， 而 債 務 佔 GDP的 平 均 比 率 則 有 可 能 升 至
107%。12
多個已開發國家在控制財赤的過程中，需要解決長
遠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國民福利（退休金、醫療保
健、教育等），以控制財政赤字，並且必需同時繼
續推動經濟成長。很多發展急速的新興國家的財政
前景亦轉差，因而開始將重點放在遏止經濟過熱及
通膨升溫。
� 已開發國家及新興國家通膨不斷上升。雖然已開發
國家及新興國家均面對糧食及燃料價格上漲，但經
濟發展急速的新興國家因為產能限制而導致通膨急
劇攀升（見圖9）。亞洲開發銀行估計亞洲發展中
國 家 （ 包 括 中 國 及 印 度 ） 2010年 的 平 均 通 膨 率 為
4.4%，並將於2011年升至平均5.3%的水平。相反
地，美國於2010年的平均通膨率僅為1.5%。雖然如
此，通膨壓力在全球各地明顯上升，油價飆升更令
情況加劇，多個新興國家亦已開始升息，藉此紓緩
通膨壓力。然而，全球各地在抵抗通膨壓力的同
時，有可能因此拖慢經濟復甦的步伐。

2010年回顧

� 寬鬆的貨幣政策引致總體經濟起伏不定。發 達 國
家的央行為促進經濟復甦而將利率維持於低水
平，相反不少新興國家已開始升息以冷卻過熱的
經濟。這種現象促使投資人從發達國家抽走資金
轉戰發展中國家，以追求更高報酬。海外資金大
舉湧入已導致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升值，削
弱其本土出口的競爭力，並為總體經濟健康發展
添上不穩定因素。
� 高失業率仍是關注重點。雖然美國及歐盟成熟經
濟體的失業率有回落跡象，但水平仍然甚高。在
2010年，就業人數及工資未有顯著增加，根據國
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全球失業情況亦無甚改
善，2010年的失業人口維持於2.05億，失業率維持
於6.2%的水平。新職位空缺的增加速度是影響個
人消費成長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已開發國家的家
庭仍在減債階段。（在美國、加拿大及日本，家

圖9

庭債務相當於可支配收入逾125.0%，英國的比率
最高，相當於170.6%）。

結論
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總體經濟失衡現象自金
融危機後日趨明顯，這從亞太區富裕人士的財富增
長高於平均水平中可見一斑。在來年或往後更長時
間，各國政府必需控制這些失衡現象對各國經濟成
長的影響，包括就業率、利率、財政及貿易赤字
等。與此同時，預期不少國家將會陸續撤回自金融
危機後推出的刺激經濟措施，以削減日益擴大的財
赤及經常帳赤字，另外亦有不少國家需設法降低通
膨壓力。各國政府因應上述問題而採取的行動，將
會左右全球復甦的步伐，並且會影響亞太區及其他
新興國家能否繼續成為全球投資人尋求高報酬成長
的目標市場。

主要發展成熟及新興經濟體通膨率 a，2009-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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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膨以相對於上一年的消費物價指數（期末）的變動百分比計算
資料來源︰凱捷分析，2011年；經濟學人智庫，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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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富裕人士股票配置增加，
新興市場提供盈利機會
� 2010年，富裕人士進一步增加股
票的配置，同時逐步減持現金／
存款以及固定收益金融工具。這
些投資趨勢的轉變，反映投資人
對金融危機相關的憂慮持續且逐
漸減少，並在尋求報酬的過程中
保持審慎態度。截至2010年底，
富裕人士投資中的股票比重從上
一年的29%增加至33%。

� 新興市場提供大量獲利機會。
2010年底，富裕人士持有的新興
市場資產比重與上年大致相同，
並未能反映去年該等市場交易及
投資暢旺的現象。在前11個月，
投資人對新興市場股票及債券基
金的投資額創下歷史高點，直至
年底眾多新興市場資產價值攀升
至金融危機前的高位後，投資人
才售出資產以獲取利益。

� 預計2012年富裕人士將繼續增加
股票配置，尤 其 是 如 果 全 球 經 濟
出現持續復甦的明顯跡象，情況
將更甚。同時，我們預期富裕人
士整體將繼續減少不動產及現
金／存款的配置。個別區域的富
裕人士投資取向則較為不確定，
因為隨著政府撤回刺激經濟措
施，新興市場的經濟能否再創新
高，對新興市場的投資機會將有
決定性的影響。

13

16

凱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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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富裕人士在尋求較高報酬的過程中
需承擔預期的風險
2010年，隨著市場從金融危機的重大損失中持續復甦，許多富裕人
士的風險胃納轉強。因此，整體投資趨勢進一步從現金／存款及報
酬穩定的固定收益金融工具轉移至股票配置。然而，基於市場機會
及／或長期偏好，特定資產類別繼續受富裕人士追捧。例如：
� 北美富裕人士一直以來偏好股票這個資產類別，他們所持有的股票
比重由2009年底的36%增至2010年底的42%，且高於33%的全球平
均水平。股票投資增加充分反映了美國及全球經濟的復甦跡象不斷
增強了投資人的信心。
� 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繼續在不動產市場尋求報酬，在他們
的整體資產配置中不動產所佔的比重從上年的28%增至2010年底的
31%，且遠高於19%的全球平均水平。由於該區經濟基礎强勁，新
興經濟體的中產階級不斷擴大導致優質住宅類不動產供應相對短絀
的局面日益嚴重，因此住宅類不動產對於富裕人士仍極具吸引力且
利潤豐厚。
� 日本富裕人士仍為全球最保守型投資人，固定收益及現金／存款的
配置佔其整體資產配置的比重由上年的48%上升至2010年底的55%，
且高於43%的全球平均水平。

整體上，富裕人士進一步增加股票配置，同時逐步減少固定收益
及現金／存款
� 2010年全球股市市值繼2009年增加49%後，再上升18% 13，富裕人
士抓緊機會希望趁股價造好時獲利。因此，富裕人士的股票配置由
上年的29%增至2010年底的33%。同時，現金／存款的持有比重由
17%減至14%，固定收益金融工具的比重則由31%減至29%（見圖
10）。
� 股票於2010年表現突出，反映富裕人士熱切追求報酬，以彌補更多
因金融危機而造成的損失。展望未來，隨著投資人信心繼續轉强及
風險胃納上升，股票佔富裕人士整體資產的比重預期將會於2012年
底再增加5%至38%。報酬穩定的固定收益的配置比重預期將維持於
29%，而現金／存款的配置比重則預期將由14%減至11%。

2010年富裕人士股票配置增加，新興市場提供盈利機會

從全球整體來看，富裕人士的不動產配置變化不
大，但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配置增加
截至2010年底，全球富裕人士的不動產資產配置為
19%，上年為18%，但商用物業稅下降以及住宅類不
動產的高存量水平，對成熟市場的不動產市場帶來
不穩定因素。
富裕人士的住宅類不動產投資佔整體不動產投資的
比重由2009年的48%降至46%。2010年，住宅類不
動產仍然是所有不動產中最受熱捧的類別，但明顯
受到價格下降以及經濟與住宅市場前景不穩的影
響。總體而言，2010年富裕人士的商用不動產投資
佔整體不動產的比重為26%，與2009年的27%相比
變化不大。
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持有的住宅類不動產
比例最高，但其住宅類資產佔整體不動產的比重仍
由60%降低至51%。
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的不動產配置中，商
用不動產的比重由24%上升至37%，中東地區則由
29%增至34%。商用不動產在該等地區的新興市場繼

圖 10

續被視為有獲利機會，但其在成熟市場則表現疲
滯 。 2010年 ， 美 國 商 用 不 動 產 空 置 率 接 近 歷 史 高
位，全國零售店面的平均空置率約為10.9%，辦公大
樓為17.6% 14。2010年北美富裕人士的商用物業佔不
動產配置的比重僅為20%，歐洲富裕人士的比重則
為30%，這是由於歐洲市場流動性不佳令商用資產
較難在市場上找到承接。
總體而言，富裕人士的整體不動產投資配置
中，REIT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12%增至2010年底的
15%，道瓊REIT指數亦上漲24%。北美及日本富裕
人士的REIT配置比重較高（分別為24%及23%），
主要因為REIT金融工具在以上市場較為普遍且較受
投資人青睞。
截至2012年底，富裕人士的不動產配置佔整體資產
的比重預計將由2010年底的19%降至15%。預期投
資人對某些不動產類別的投資意欲仍然强烈，情況
在新興市場更為顯著，然而，由於不動產市場在金
融危機經歷重大虧損後，整體復甦步伐仍然緩慢，
以致許多富裕人士對投資於不動產市場仍步步為
營。

2006-2012年富裕人士的金融資產配置（2012年數據為預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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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商用不動產、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REIT）、住宅類不動產（不包括主要住宅）、未開發物業、農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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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及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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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 Inc.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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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另類投 資 方面，許多富 裕人士 偏好 外匯 與
大宗商品
全球而言，截至2010年底，富裕人士配置於另類
投資 15 的資產佔整體資產配置的比重由上年的6%
跌至5%，然而其中各資產類別的配置亦有不同：
� 大宗商品投資佔整體另類投資配置的比重由2009
年的16%增至2010年的22%。由於中國及印度等
經濟體快速成長刺激了對原物料的需求，如基本
金屬、白金、鈀金（用於汽車零件）以及原油，
推動大宗商品價格在2010年升至歷史高位，此
外，在美元及歐元大幅波動的情況下，投資人湧
向黃金市場。
� 外匯投資在所有另類投資中所佔的比例在2010年
由13%增至15%，原因是投資人買入利率高於成
熟市場（美國和歐洲）的國家貨幣。

縱觀全球，富裕人士以本區市場為投資首選，其次為
北美市場。（北美富裕人士首選於區內市場投資，其
次為歐洲）。然而，由於富裕人士希望在收益與分散
投資兩者之間尋求平衡，資產的區域分佈亦發生轉
變。這種變化在2010年尤為明顯，並預計在來年或之
後，繼續驅使富裕人士重新對資產進行區域配置。
整體而言，截至2010年底，富裕人士資產的區域分佈
與上年基本一致。舉例而言，全球富裕人士的資產
中，北美資產的比重由38%上升至39%，歐洲資產的
比 重 由 23%跌 至 21%。 亞 太 區 （ 22%） 、 拉 丁 美 洲
（13%）及中東（3%）資產的比重與上年完全一致，
然而，年底比重雖無明顯變化，年內卻曾經出現一些
重要轉變。

�  避 險基金的 持 有 比 重 由 原 來 的 27%減 至 24%。

據新興市場投資基金研究公司（EPFR）的估計，在
2010年前11個月，投資人投資新興市場股票基金與新
興市場債券基金分別達800億美元及340億美元，均創
下歷史高峰。期間許多該等資產的報酬急增並超過危
機前的高位，例如MSCI新興市場指數自2008年以來
上漲104%，MSCI成熟市場指數則上漲39%。然而，
到了2010年底，新興市場資產遭不少投資人獲利回
吐，情況在其他市場的投資機會開始改善時更甚。

對另類投資的偏好亦因地域不同而各異。北美及
拉丁美洲富裕人士持有的大宗商品比例高於平均
水平（分別為30%和26%)。日本富裕人士持有的
外匯比重為34%（全球平均比重為13%），結構性
產 品 的 比 例 為 26%， 較 其 他 地 區 的 富 裕 人 士 為
高。亞太區（日本除外）富裕人士的另類投資配
置 中 ， 結 構 性 產 品 佔 22%， 而 全 球 平 均 比 例 為
17%。避險基金仍為拉丁美洲富裕人士的重要投
資工具，佔所有另類投資的比重達35%，但已較
上年的49%大幅下降。

另外，隨著2010年逐漸過去，美國的投資市場亦變得
更具吸引力。聯準會於9月推出貨幣寬鬆政策，促使
投資人轉投收益較高的資產，如股票。12月，美國政
府推出新的財政刺激方案，增强了投資人的信心，並
有更多跡象顯示消費者開支回升。據EPFR估計，在
12月份僅3個星期內，投資人在美國股票基金市場注
入了220億美元。

2010年 ， 道 瓊 瑞 士 信 貸 避 險 基 金 指 數 上 升
11.0%，避險基金研究公司(HFRI) 基金加權綜合
指數(HFRI Fund Weighted Composite Index)上
升10.5%。然而，HFRI指出大部分成長都是在
年底出現，而資金流入也是直至年末才開始增
多 ， 推 動 整 體 產 業 資 產 增 至 1.9兆 美 元 ， 接 近
2008年第二季的歷史高位。

展望未來，在發展快速的經濟體需求殷切的支持
下，預計富裕人士將繼續增加大宗商品及外匯的
配置。監理部門持續對基金進行嚴格監管可能會
降低市場投資避險基金的意欲，而一些負面消息
或新的監理措施亦有可能導致富裕人士減少該類
基金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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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結構性產品、避險基金、衍生性商品、外匯、大宗商品、私募股權及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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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配置策略亦因富裕人士的本區市場而不同
截至2010年底，北美富裕人士對本區資產的投資比重
為76%，與上一年相同（見圖11）。然而，預期該比
重將於2012年底降至68%，因為北美富裕人士為了獲
得更高報酬將重新配置資產至新興市場，以及為了分
散投資風險而重新配置資產至另類成熟市場。

2010年富裕人士股票配置增加，新興市場提供盈利機會

這個趨勢在歐洲富裕人士的資產配置中已清楚可
見。2010年，歐洲富裕人士本區資產的持有比重
由59%減至56%，而北美資產比重則由21%升至
23%，新興市場比重亦微升。截至2012年，歐洲
富裕人士對本區資產的投資比重預計將進一步降
低7%至49%，而北美及新興市場資產將佔更大比
重。

拉丁美洲的富裕人士投資配置在2010年變化不大，但
預期2012年會出現重大轉變，本區資產的持有比重預
期會下降，但北美的投資則會上升。

在亞太區的富裕人士中，本區資產的持有比重在
2010年亦由64%下跌至57%，北美投資則由19%回
升至25%，接近危機前的水平。預期2012年的本
區資產的持有比重將大致不變，但北美投資的比
例則有可能下降，因為亞太區富裕人士在其他新
興市場尋求機會。

2012年，富裕人士持有亞太區資產的比例有可能增加
（24%相較於22%）。然而，轉持新興市場資產的整體
趨勢，部分取決於新興市場的經濟在政府撤回刺激經
濟措施後能否再創新高。富裕人士持有北美資產的比
重預計將減至38%，而對其他地區資產的比重將維持
不變。

儘管配置有所改變，但鑒於投資人正期待全球經濟擺
脫危機後的陰影全面復甦，預期2012年底富裕人士資
產的全球分佈與現時情況應該大致相同。

圖
11 11.
2007-2012年富裕人士的資產投資區域分佈
（2012年的數據為預估值）
FIGURE
Breakdown of HNWI Geographic Asset Allocation,
2007-201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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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未提供中東地區的資料，但該區的投資趨勢基本不變，即在海外的投資擴大
資料來源：2008年、2009年、2010年及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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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富裕人士的財富增加，
2010年嗜好投資的需求回升
� 2010年富裕人士的嗜好
投資（investments

of

passion）需求上升，這
是由於全球經濟反彈，
以致富裕人士財富再次
增加（繼2009年强勁成
長後）。許多嗜好投資
類別的價值上升，富裕
人士基於審美角度及情
感因素以及潛在報酬價
值進行收購。藝術品之
類的收藏品被視為與主
流金融投資的相關性較
低或呈反向相關，所以
繼續具有分散投資組合
的吸引力。

� 新興市場財富不斷成長
有助刺激嗜好投資市場
的復甦。新 興 市 場 富 裕
階層人口及財富呈指數
成長，不斷擴大全球嗜
好投資的市場，中國買
家對各類投資品的廣泛
需求更是廣為周知。

2010年各類嗜好投資類別需求均上升
個人喜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富裕人士的嗜好投資決定，特別是情感因素，
如審美價值及對生活方式／地位的追求。雖然如此，富裕人士亦將嗜好投
資視為另類投資工具，長遠具有保值及增值的功用，有利分散投資組合甚
至獲取短期投機收益。
2010年，財富水平回升重燃了市場對各類嗜好投資的興趣。富裕人士對該
類投資的相關配置與2009年相比改變不大，但來自新興市場的需求卻日益
明顯。
以下為2010年嗜好投資主要類別的投資變化：
� 奢侈收藏品（ 如 豪 華 汽 車 、 遊 艇 及 飛 機 ） 仍 為 嗜 好 投 資 中 最 大 類 別
(29%)。2010年，豪華汽車的整體需求回升，特別是亞太區、俄羅斯及中
東的新興市場。舉例而言，賓士(Mercedes-Benz)表示其2010年的全球銷
量上升15%，而中國（包括香港）的銷量則躍升112%，其他新興市場包
括印度、巴西及俄羅斯的銷量亦有大幅成長。法拉利(Ferrari)表示2010年
的中國銷量比2009年成長近50%，為表現最好的一年。法拉利亦表示，
「大中華區」（包括香港和台灣）目前為其五大國際市場之一。
� 藝術品在 整 體 嗜 好 投 資 的 比 重 為 22%， 歐 洲 富 裕 人 士 的 持 有 比 重 較 高
(27%)，拉丁美洲富裕人士的比重則為最高(28%)。藝術品最常被視為金
融投資工具。事實上，42%的顧問表示，富裕客戶主要是由於升值潛力而
投資於藝術品16。
雖然藝術品的價值難以一概而論，然而在2010年初的拍賣會上兩件藝術
品的成交價創下世界紀錄，舉世矚目。首先是傑克梅第(Giacometti)的雕
塑於二月以1.043億美元成交，接著在五月畢卡索的一幅作品以1.065億美
元成交。之後的拍賣交易雖不及之前矚目，但多家拍賣行均表示市場對
收藏價值高的作品需求仍十分旺盛。
據廣泛報導，中國的新貴一族為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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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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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交易為蘇富比亞洲當代藝術拍賣會的一部分，該次拍賣會的
總成交額達1,870萬美元，高於拍賣前估價約250萬美元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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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財務顧問調查。

17

http://www.nytimes.com/2010/04/07/business/global/07au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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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的拍賣會中，中國收藏家踴躍競投多項拍賣
品。2008年及2009年，中國藝術品的銷售總額估
計超過40億美元 18。

出2009年總成交額一倍有餘，同時創下該公司40年
來葡萄酒拍賣的最高紀錄，其中在香港拍賣葡萄酒
的銷售額增加了268%。

� 珠寶、寶石及鐘錶在2010年的整體嗜好投資中的
比重亦佔22%。中東富裕人士持有的比重最高，達
29%，但已從2009年的35%回落。在2010年國際拍
賣會上，鑽石拍賣創下歷史高價，顯示全球富裕
人士將大克拉數鑽石視為一種安全且具高成長潛
力的投資選擇。目前頂級鑽石市場的需求主要來
自俄羅斯及中東，但中國及其他亞太區投資人的
需求亦成長迅速 19。做工精緻及稀有的鐘錶需求亦
甚為殷切，2010年佳士得國際鐘錶拍賣會刷新紀
錄，成交總額達9,120萬美元，有報導指出「亞洲
市場的買家人數呈指數成長，主要來自中國及香
港」。

� 體育投資在富裕人士整體嗜好投資中佔8%，而中
東、亞太區（日本除外）及拉丁美洲富裕人士的持
有比重較高，分別為13%、10%及10%。近年來，多
隊足球隊的經營權都轉售予俄羅斯、印度及中東等
新興市場的富裕人士。2010年最矚目的富裕人士體
育投資為美國企業家Stan Kroenke收購美式足球隊聖
路易斯公羊隊(St. Louis Rams)這一宗交易。Kroenke
還持有美國的籃球隊、足球隊、冰上曲棍球隊及長
曲棍球隊以及英國足球隊的股份。美國籃球巨星麥
可‧喬丹(Michael Jordan)亦於2010年買入夏洛特山
貓籃球隊(Charlotte Bobcats)的控股權益。

� 「其他收藏」（例如葡萄酒、古董、錢幣及紀念
品）在2010年的整體嗜好投資中的比重為15%。
2010年黃金價格上升推動了珍稀錢幣的需求，在
斯賓克(Spink)的古代、英國、外國錢幣及紀念章
拍賣會上，大量藏品的成交價遠高於原先估計的
售價。2010年優質葡萄酒的銷售亦大幅上升，例
如蘇富比的葡萄酒全球成交額達8,830萬美元，超

顯然，富裕人士涉足嗜好投資不只是出於金錢方面
的考慮，而投資於該類資產的金額通常隨著整體財

圖 12

富的變化而起伏。然而，許多嗜好投資亦可作為穩
健的金融投資，並將繼續在投資組合中佔一席之
地，特別適合尋求與全球金融市場關聯性較低的投
資產品的富裕人士。

2008-2010年富裕人士嗜好投資的資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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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2009年、2010年及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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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19

Koncept Analytics，「2010年全球寶石及珠寶市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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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人士人口結構略有改變，
但影響不會立竿見影
� 富裕人士人口結構逐漸變得多樣
化。例如在2010年，年輕富裕人士
（45歲或以下）在富裕階層人口中
僅佔17%，但已較兩年前的13%上
升。同樣，女性富裕人士佔全球富
裕階層人口的比例由2008年的24%
增至2010年的27%。

� 新興富裕人士的需求或較以往的富
裕人士有所不同。隨著富裕人口結

財富管理公司如不能配合新興富裕人士的需要，
其資產管理規模將會減小
雖然不一定有所謂的「典型」富裕人士，但在2010年，在全
球富裕人士中，年齡超過45歲的人士佔83%（超過55歲的佔
59%） ， 男 性 佔 73%。 由 於 世 界 人 口 、 文 化 及 商 業 環 境 的 轉
變，有關富裕人士的定義以及其於獲取、管理及運用財富的方
式的概論都受到考驗，因此，雖然現時在富裕人士中，年長的
男性仍佔大多數，但今後富裕人士的人口結構將逐漸變得多樣
化。

構的轉變，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不
應假設他們現時的價值建議必定能
繼續得到認同，亦不可根據以往大
多數富裕人士的需求而對新興富裕
人士的需求一概而論。

� 富裕人士人口結構將逐漸改變，財
富管理公司需作出相應的平衡調
整，但非立即的徹底改變。雖然直
至目前為止富裕人士人口結構的變
化仍然較小，但在今後，相關的因
素將推動整個行業格局發生重大變
化。財富管理公司應關注這種趨勢
的潛在影響，這有助其運用各種解
決方案，如綜合團隊合作的方式及
為潛在客戶群提供指導，從而在往
後的變化發展中保持靈活應對的能
力。

富裕階層人口結構變得多樣化是自然的趨勢，因此財富管理公
司無需像危機後因為富裕人士的重點需要及行為改變而急切地
作出回應或進行徹底的改革（見專題報導有關企業價值的論
述）。然而，單看富裕階層人口的兩大發展趨勢──女性及年
輕富裕人士比例增加，便說明了財富管理公司有需要逐步調整
服務模式來滿足客戶的特定需要。
顯然，該策略符合自金融危機發生以來，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
必需設身處地考慮客戶需要的服務方式。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
已意識到許多富裕客戶為了專注於實踐人生目標，投資態度因
而更趨保守，而不再像危機前熱衷於追求短期報酬。危機後富
裕人士的需要不斷改變，促使許多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不得不
調整其投資建議，而面對富裕人士人口結構的變化，財富管理
公司及顧問亦需要以類似方式長期關注客戶的個人需求。

不到五分之一的富裕人士為45歲或以下，但比例因區域不
同而各異
2010年，45歲及以下的富裕人士在整體富裕人口中僅佔17%，
但已較兩年前的13%有所增加。在整體富裕人口中，55歲或以
下人士的比例由37%上升至41%。然而，各區域的比例也有不
同（見圖13），反映出多種因素的影響──整體人口及經濟結
構、家庭人數和組成以及財富轉移方式的不同。例如：
� 亞太區（日本除外）經濟的快速發展促使該區新型企業家的
崛起，41%的富裕人士為45歲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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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東，總人口超過50%估計為25歲以下，其富裕
人 士 年 齡 亦 低 於 平 均 水 平 ︰ 21%為 45歲 或 以
下，56%為55歲或以下。
� 日本是全球人口老化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80%
的富裕人士超過55歲，僅8%為45歲或以下。
� 北美人口亦漸老化──情況與大多數後工業化經濟
體相同──68%的富裕人士為55歲以上。
儘管年輕富裕人士數目不大可能瞬間急劇上升，但
其成長趨勢說明，無論他們是現有富裕人士或祖輩
財富的繼承者，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都不能忽略該
類富裕人士。

圖 13

目前，在世代財富轉移過程中，顧問所管理的資產
規模縮小了49%。金融危機使顧問在保留現有管理
資產和吸納新富裕客戶方面的工作愈發艱難，因為
年輕富裕人士較著眼於危機時期的困境，而且他們
並不確信與顧問合作對自己最為有利。
因此，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需要為新一代富裕人士
設計更全球化的全方位解決方案，並提供有關以下
各方面的意見︰整體財務（包括稅務）建議、全球
快速成長市場的投資機會，以及與負責處理財富轉
移事務的律師及會計師之合作。由於多數年輕富裕
人士偏好以即時數位媒體進行通訊及交易，因此在
日常業務中他們對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的透明度、
效率、技術及便捷程度亦有更高的要求。

2010年富裕階層人口年齡分佈（依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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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2009年及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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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四分之一的富裕人士為女性
在 全 球 富 裕 階 層 人 口 中 ， 女 性 的 比 例 由 2008年 的
24%升至2010年的27%（見圖14）。同樣，女性富
裕人士的比例在各地也有不同，通常反映出各地文
化及商業的發展趨勢，然而，隨著女性企業家及高
收入女性數目不斷上升，女性富裕人士應會繼續增
加。
在北美，女性在商界已穩佔一席之地，在整體富裕
階層人口中已有37%為女性。在中東，富裕人士當
中86%為男性，但伊斯蘭教法為女性提供了資產保
障，因而衍生出女性富裕人士在財富管理方面的特
別需求。
同樣，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必需檢討其為女性富裕
人士提供的價值建議，能否保留並吸引更多客戶。
舉例說，目前財富管理公司在男性轉讓予女性的全
部資產中，似乎能維持66%的可觀比率，但問題是
他們是否能在更長時期內維持該資產管理規模。
同男性一樣，女性亦需為生活中可能發生的各種事
情作全面的規劃，從出售業務到失業、結婚、離婚、

圖 14

長期醫療保障以及遺產承傳，而且女性的壽命平均
比男性長。顧問必需了解女性富裕人士經濟上的重
點需要、風險承受能力及其他投資目標，因為女性
富裕客戶與一般男性富裕客戶的情況可能有著明顯
的區別，譬如女性較其配偶活得更久，或已為其繼
承人建立財產信託管理。
顧問亦需充分了解女性富裕人士在作出有關決定
時，各種因素的「相互影響」。財富管理公司可透
過團隊合作的方式，結合互補優勢與各種觀點，為
女性富裕人士的多元化需要提供解決方案。

總結
富裕人士人口結構不會在一夕間發生變化，但日後
的發展趨勢必定會繼續偏離現狀。因此，財富管理
公司及顧問在繼續調整高淨值資產價值建議的同
時，亦需密切注視這些變化。最關鍵的一環是必需
了解每位富裕客戶的需要，利用各種工具及技術為
現有富裕人士以及新興富裕人士，包括（但不限
於）女性及年輕富裕人士，提供能令他們稱心滿意
的財富管理方案。

2010年富裕階層人口的性別分佈（依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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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百分比加總後不一定為100%
資料來源：2009年及2011年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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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公司可透過發揮企業價值
更有效地滿足富裕人士在危機後的多元化需要
� 自金融危機過後，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已成功重獲富裕
客戶的信任和信心，因此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的首要任
務，是協助富裕客戶處理他們目前所面對的各種複雜問
題，包括財富目標、疑慮及理財優先次序。由於富裕客
戶仍然對監理部門及（在較少程度上）金融市場缺乏信
心，因此這項工作甚為艱巨。

� 財富管理公司可透過運用「企業價值」，大大提高富裕
客戶的滿意度，從而徹底滿足富裕客戶於危機後的各種
多元化需要。首要的工作，是於富裕人士認為具有重大
價值但到目前為止還未滿意的範疇，提出相關的企業建
議。受客戶歡迎的跨企業能力（「增值服務」）的主要
例子包括：跨企業專家顧問團隊；透過投資銀行獲得獨
一無二的投資機會；向企業家提供優先的融資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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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人士對顧問及財富管理公司已
恢復信心，但危機過後他們的態度
更趨保守和審慎
富裕人士對顧問及財富管理公司的信心
已逐漸恢復
在2010年，隨著全球金融市場及經濟先後
回升，98%的富裕客戶相信已回復對其財
務顧問的信任和信心，而對財富管理公司
重拾信心的富裕客戶亦有88%。這個情況
與2008年差距甚大，當時近50%的富裕客
戶不信任其顧問及財富管理公司（見頁26
圖15）。然而，對監理部門及機構的信任
及信心卻未見恢復。在2010年，僅44%的
富裕客戶信頼監理部門，而三分之一的客
戶仍然對這些機構持懷疑態度。

� 在現時的後危機時期，由客戶主導的企業價值趨勢與過
往由企業主導的尋求綜效的價值差異甚大。很多理財服
務公司在過去曾嘗試把握並好好運用企業價值，這麼做
通常是為了尋求綜效的利益，但往往未能成功。現時，
具前瞻性思維的公司需從客戶利益的角度出發，建立企
業價值策略及投資計畫。這樣仍需面對現時所涉及的重
大挑戰，例如確保策略性承諾和管理奬勵制度以至建立
支援機制。

� 在現時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財富管理公司必需提升應對
能力，他們要突圍而出，有效發揮企業價值尤其重要。

這種半信半疑的態度，反映富裕人士經歷
了漫長且有時痛苦的過程，其間他們重新
檢討投資目標，並慎重考慮為了達到目標
而願意承受的風險程度。這個過程亦令富
裕投資人對其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要求更
高。對於能夠應付客戶各種多元化需要的
領先財富管理公司而言，這個轉變可帶來
重大機會，如能善加利用各種企業能力，
成效將更顯著。

這方法亦可讓財管理公司在應對富裕階層人口較長期的
變化時有更周全的準備，同時使財管理公司繼續有機會
獲取財務利益。企業價值是一個長期的轉變過程及承
擔，而不是短期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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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人士的資產配置仍較危機前保守，部分原因是
他們對市場及監理部門的信任減少
2010年底的資產配置顯示，富裕人士對危機相關的疑
慮持續減少並審慎地追求報酬，但富裕人士仍然把
18.6兆美元或相當於他們所有資產的 43.5%投資於風
險較低的投資工具（固定收益及現金／等同現金），
即 使 全 球 股 市 市 值 在 2010年 和 2009年 分 別 增 加 了
18.0%和46.3%。
富裕人士仍然將大部分資產投資於低收益的投資工
具，這個情況清楚顯示金融危機對投資人心態構成以
下影響：
� 富裕人士不確定市場能否繼續保持穩定，和金融危
機是否經已完結，他們擔心會出現新一輪且未能預
料的系統性衝擊。
� 富裕人士意識到全球在政治和經濟上對於利率和大
部分其他政策上的決定越趨一致，有可能影響未來
市場的報酬。

圖 15

� 富裕客戶不再是只期望達到投資目標，而是極力
追求特定的人生目標。因此，大部分富裕人士均
著重投資保本，以累積財富來達成他們的人生目
標。
� 富裕投資人不易接納高風險的另類投資或新興投
資機會──至少比起牛市時較難令他們接納，因為
在牛市時幾乎所有投資均可取得一定程度的報
酬。
在這個危機後的環境下，財富管理公司及顧問要對
客戶的疑慮保持關注，但同時也需克盡其受託責
任。例如在踏入2011年不久，顧問便應與富裕客戶
商討其投資策略是否過於保守，尤其是因通膨上
升，以致一些報酬原本已較低的資產類別更顯得無
利可圖。這樣的討論必需進行，以了解客戶的目標
是尋求保本或獲取較高的收益，而這需要顧問對客
戶進行深入的了解，才能提出獲客戶認同的可行策
略。

2008年至2010年富裕客戶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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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每年的問題稍有不同，但訊息仍然明確──財富管理公司和顧問獲全球客戶信任，但監理部門及市場所獲的信任程度較低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2009年、2010年、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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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人士對宏觀趨勢的影響及稅務對投資表現
和目標的影響十分敏感

富裕人士的其他主要憂慮包括擔心未能終身持有資
產、下一代未能適當地管理其遺產，以及收入未能
追上通膨。

與客戶進行商討當然要視乎個別需要而定，但明顯
可見的是，危機已普遍使富裕投資人對宏觀趨勢更
加敏感，因為這個因素有可能損害投資組合的表
現，並影響他們達到特定投資和人生目標的能力。

富裕客戶近年經歷過牛市急漲和巨額損失，因此他
們的憂慮範圍廣泛實屬意料之內。然而，財富管理
公司和顧問要在這個環境中提出能完全符合客戶心
意的建議仍十分困難，因為富裕人士雖有明確的人
生和投資目標，但他們擔心在現時的處境下，要獲
取報酬去達成這些目標，可能需要承受損失資金的
風險。

金融危機於成熟經濟體造成的經濟衰退十分明顯，
而全球各地政府均推出措施務求減低其影響及將經
濟帶回平衡成長軌道的情況亦顯而易見。這讓富裕
人士產生新一輪憂慮（見圖16）。最大的憂慮是經
濟狀況對理財目標的影響，以及擔心加稅導致收入
及投資組合淨報酬減少，並有可能導致將資產調撥
至不同司法管轄區時更為費時，且費用更高昂。

圖 16

2010年富裕客戶的主要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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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數據加總後可能與實際總數有異；題目為「請指出您是否同意下列有關您的富裕及超富裕客戶最憂慮事項的陳述」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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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人士希望保本，同時亦需要專業意見

財富管理公司面對行業新趨勢

經過近年市場的大起大落，幾乎所有富裕人士
(97%)都認為保本重要，而大部分(42%)富裕人士認
為是極為重要（見圖17）。同樣地，94%的富裕人
士認為有效的投資組合管理重要，30%的富裕人士
認為極為重要。金融危機不僅令這些需求更加急
切，亦將一些新的議題，例如專業意見（93%富裕
人士認為重要）以及結單和費用的透明度(93%)，
帶到較高的優先次序。

財富管理公司和顧問面對富裕人士需求不斷改變而
竭力尋求有效的應對方法之餘，亦要面對經濟和業
內營運需求的轉變，這一點十分值得留意。這些轉
變意味著財富管理公司將來不能再以同樣的手法去
滿足富裕客戶。

財富管理利潤率雖穩定，但已逐漸下跌
在眾多的財務服務公司中，財富管理的利潤率比廣
泛的金融服務機構穩定。在主要財務服務機構的特
選群組（個別呈報財富管理利潤）中，財富管理部
門的稅前總利潤率在2006年至2009年期間下跌超過
300個基點。但是，財務服務機構同期的整體利潤大
幅下跌卻超過3,000個基點，主要是由於投資銀行及
資產管理業務的虧損。

由於富裕人士希望達成人生目標，他們比以往更投
入參與理財事務。他們的參與，使新的需求應運而
生 。 例 如 ， 大 部 分 富 裕 人 士 (84%)現 時 認 為 更 頻
繁／更創新的通訊對他們重要。與顧問緊密聯繫應
能提升投資人的滿意度。除此之外富裕人士亦希望
能選擇通訊方式，例如數位媒體及手機應用程式等
電子工具。背後的重要意義是確保富裕客戶感到能
隨時聯繫其財富管理公司和顧問，不論客戶是希望
積極參與資產管理或只是作出簡單的查詢。

然而，儘管財富管理在利潤方面較為穩定，其利潤
率已自2006年以來每年逐步下降，並在2010年下跌
320個基點。這個跌幅是由於財富管理公司因薪酬
（聘請和挽留員工）及規例（手續、資訊科技和培
訓的新增成本）而導致成本上漲，而同時投資人仍
集中投資於保守工具，以致財富管理公司的費用收
入有限。

大部分富裕人士(82%)認為，遺產繼承規劃能力對
於他們重要，再次反映出富裕人士不願意為追求投
資報酬而令其財產有所損失。

圖 17

2010年富裕客戶的六大重點需求

(%)

保本
有效的投資組合管理
專業意見
結單和費用的透明度

8%

46%

15%
19%
16%

投資組合的全球資產配置

26%

具獨立性的投資建議

24%

部分重要

42%
49%

30%

48%
42%

2011年全球財富報告

94%

25%

93%

34%
43%

42%

重要

註：由於取整之故，圖中數據加總後可能與實際總數有異；題目為「以下各項對您的客戶有多重要？」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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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變化顯示，財富管理公司更加迫切地需要向
客戶提出有價值的建議，才能令他們願意付款獲
取有關服務。能否提出這種具價值的建議對於財
富管理公司未來的持續成長至關重要，並且他們
需要把舊有的「相同手法」轉化為創新的概念，
例如「真正」的企業價值（相對於追求基本的綜
效）。
由於財務服務機構其他賺取盈利的業務（例如自
營交易）可能面對新的法規限制，因此財富管理
仍是財務服務機構一項重要及較穩定的現金收入
來源。在母公司層面，財務服務機構亦必需提撥
比以往更多的準備金，因而限制了可用於賺取報
酬的資金總額。
圖 18

提供全方位服務的財富管理公司具備較佳
的條件去應付客戶和行業的轉變
資本充裕、經驗豐富的全方位服務公司應具備較佳的
條件去應付行業和客戶的多種新趨勢（見圖18），所
具備的規模亦應該足以適應轉變。
明顯地，全方位服務公司被視為較專營財富管理的公
司或獨立資產管理公司具備更佳的條件去應對現時富
裕客戶的重點需要，例如保本和有效的投資組合管
理、專業意見及更緊密／創新的通訊。以全方位服務
公司的全球規模和廣泛實力來看，他們亦被視為具備
較佳的條件去發揮企業價值及滿足全球資產配置的需
求，這一點亦實屬意料之內。

在2010年理財顧問認為哪類公司具備條件去應對富裕客戶的重點需要

(%)
84.4%
61.3%

保本

59.1%
84.5%
70.4%

有效的投資組合管理

63.6%

客戶的六大需求

86.0%
67.9%

專業意見

65.9%
76.6%
結單和費用的透明度

59.3%
55.0%
全方位服務公司
88.7%
68.5%

投資組合的全球資產配置

60.1%

專營財富管理的公司
獨立資產管理公司

73.2%
65.1%

具獨立性的投資建議

73.7%
82.7%

客戶其他重點需求

運用企業價值

58.5%
48.3%
78.3%

更緊密／創新的通訊

65.5%
64.8%
79.1%

遺產繼承規劃能力

59.0%
55.6%

註：題目為「您認為下列哪類公司具備滿足客戶新需要的條件？請逐一評分。」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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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資產管理公司為新興行業，於信任度低落的危
機時期興起，普遍被認為在應付現今富裕人士多元
化的需要方面所具備的條件最少。顧名思義，提供
獨立意見是獨立資產管理公司最具優勢的範疇。然
而，獨立資產管理公司必需向富裕客戶證明，支付
額外費用將資產管理工作交由他們負責的價值所
在。他們亦需面對行業成本上漲──雖然所有業者
都需要面對這個問題，但獨立資產管理公司的企業
規模較小，無法分攤成本，因此必需獨力承擔。

財富管理公司應從客戶的角度思考企業價值

至於全方位服務公司，他們必需發揮大規模企業的
價值，提供全面綜合的方案來滿足富裕客戶的需
要，方能使優勢盡現。企業價值對於希望服務若干
客戶層面（例如超富裕人士及企業家）或嘗試打進
該等客戶層面的公司更顯重要。

從富裕客戶的角度看，企業價值可產生一些重要的
利益，包括：

在危機後，企業價值可能是財富管理公
司和富裕人士的致勝關鍵
接下來要面對的行業挑戰，是在利潤壓力不斷增加
的情況下，如何適應並為富裕人士建立相關的後危
機價值建議。財富管理公司其中一項關鍵優勢，是
可與其他業務部門，例如投資銀行及法金部，合作
提供額外服務的能力，也就是發揮企業價值。
企業價值並不是什麼新穎的概念，這裡所強調的重
點，是提出直接的應對方案，回應現時富裕客戶期
望與財富管理公司和顧問的關係能創造出更持久和
更廣闊的價值，而不再像金融危機前只著重追求報
酬，可是這個概念至今能真正付諸實行的很少。財
富管理公司因而需要設立均衡的企業價值方案，以
於現時的環境為客戶創造價值，並為財富管理公司
帶來財務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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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公司以往曾嘗試運用企業價值來獲得一些
策略性和收入利益，主要為成本綜效及業務部門更
容易接觸到其他部門的客戶群（儘管通常以短期投
資報酬觀點來衡量）。現時，財富管理公司仍可獲
得這些利益。例如，他們可以接觸到透過投資銀行
部創造財富的富裕人士，並吸納他們成為財富管理
的客戶。儘管財富管理公司受惠，但現今的企業價
值概念與富裕人士日漸多元化的需求直接有關。

� 能更全面地了解財富狀況，對於擁有龐大業務權
益的富裕人士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可能需要法金
或投資銀行服務。
� 有可能獲得為機構客戶預留的投資機會。
� 提供更協調一致的服務。
� 透過一名聯繫人便能獲享廣泛的資源和多元化的
服務。
若財富管理公司能實現這些利益，他們的富裕客戶
便會認為彼此的關係有更大的價值。企業價值的潛
在利益已開始吸引富裕人士和顧問的興趣，實為意
料中事。事實上，89%的受訪顧問認為，「更妥善
地發揮投資銀行和法金、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業務
整合的全面價值」，是他們的財富管理公司對富裕
和超富裕客戶的方案／策略的重要部分。然而，僅
57%顧問認為其財富管理公司能夠發揮企業價值實
現客戶利益。
財富管理公司的關鍵工作，是專注發展能為富裕客
戶創造價值的特定整合範疇，而這需要一定程度的
靈活性和應變能力，對很多財富管理公司來說是重
大的轉變，但對善於把握機會的財富管理公司而
言，這是向富裕客戶實踐承諾和展現價值的良機，
並可藉此清楚點出他們在金融危機後的建議與危機
前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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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公司的首要工作是發展富裕人
士認為重要但滿意度低的「增值服務」
許多具企業價值的聯繫範疇對富裕客戶來說均甚為
重要，然而我們的研究顯示，富裕客戶現時對所有
這些企業「增值服務」仍未滿意。這表示財富管理
公司如要成功發揮企業價值，還需進行大量工作。

圖 19

首先，財富管理公司和顧問應著重客戶最關注但仍
未滿意的增值服務。我們發現特別符合此類別的有
四項增值服務（見圖19的綠色圓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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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家提供的優先融資，以及在財富創造過程中得
到私人及投資銀行提出的建議／專業意見。

2010年全球富裕客戶認為企業「增值服務」的重要性和滿意度

(%)

重要性和滿意度的差距（差距百分點）

20%

10%

滿意之上的範圍：
由於並無客戶對任何增值
服務的滿意度評價高於其
重要性評價，因此沒有增
值服務屬處於此範圍

沒有增值服務獲評為「滿意之上」

0%
75%
-10%

80%

85%

90%

提供資產管理平台，讓選擇
自行管理資產的客戶獲享自
助服務

95%

100%

透過以顧問作為企業的單一窗口
提升客戶的體驗
客製化的一般產品組合

-20%

-30%

透過公司的綜效將成
本轉嫁，客戶可享較
低收費

滿意度較低的範圍：
客戶對此範圍的增值服務的
滿意度評價低於重要性評價

跨企業專家意見團隊

在財富創造的過程中得到私人
銀行及投資銀行提出的建議／
專業意見
向企業家優先提供融資

透過投資銀行獲享獨一無二的投
資機會

-40%
重要性（顧問表示「部分重要」的百分比）
極為重要的增值服務

中等重要

重要性較低

註：題目為「請評價以下各項企業『增值服務』對富裕客戶的重要性」及「請評價富裕客戶對以下各項企業『增值服務』的滿意度」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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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財富管理高階主管被問到在實現最重要的增值
服務的能力時，他們的回應顯露以下各範疇的機
會，並指出一些難處：

跨企業專家意見團隊
財富管理主管認為，由財富管理公司其中一名顧問
作為富裕客戶的單一聯繫窗口，但同一時間財富管
理公司的每位人員都應願意和能夠參與專家意見團
隊，這種服務對富裕客戶而言十分重要，因為他們
可更容易獲得由公司不同部門所提供的專業意見，
而現時以這種做法提供的服務較難找到。雖然，主
管承認這種做法可能需要以委派方式或其他措施作
出奬勵才能做到，但他們亦指出，這種專業團隊的
需求在若干客戶層面（包括超富裕人士）中越趨重
要，因為客戶極為重視高度專業或複雜的解決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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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富管理主管認為，在一些特別項目中獲得某些專
家的意見，這種做法具有相當的價值，並指出專家
在創造財富過程早期便參與提供意見的項目尤其成
功。他們認為，這個互動過程在現時還未被廣泛運
用，但在日後對於用來維持富裕客戶的高度信任、
信心和滿意度將越趨重要。

向企業家優先提供融資
優先融資服務僅與部分富裕人士有關，但這類融資
（多數透過法金部借出）可鞏固與富裕客戶的關係
並提升客戶忠誠度，因為優先取得融資是一種優
勢。企業家客戶普遍要求甚高，他們重視其他公司
未能提供的服務。主管表示，財富管理公司可透過
提供融資爭取到更多企業家客戶。但他們亦認為，
特別是在現時的環境下，財富管理公司的貸款能力
有限，而且在向企業家提供融資時，必需慎重考慮
所承受的風險。

透過投資銀行獲享獨一無二的投資機會
很多財富管理公司已向高價值客戶層（例如超富裕
人士）提供大部分富裕人士或一般投資散戶未能接
觸到的產品和服務。然而，主管認為，財富管理公
司可按客戶的投資和風險承受程度及目標，運用企
業價值向若干客戶提供特定的投資機會，開拓更多
商機。這對財富管理公司及客戶來說均是創造價值
的服務，不過顯然這是高度個人化的互動服務。

圖 20

富
 裕客戶對於「跨企業專家意見團隊」的重要
性／滿意度差距

26.3%

低

滿意度

重要性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2011年

圖 21

富
 裕客戶對於「在財富創造過程中得到私人銀
行及投資銀行提供的建議／專業意見」的重要
性／滿意度差距

26.4%

低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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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重要性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2011年

圖 22

富
 裕客戶對於「向企業家優先提供融資」的重
要性／滿意度差距

30.6%

低

滿意度

高

重要性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2011年

圖 23

富
 裕客戶對於「透過投資銀行獲享獨一無二
的投資機會」的重要性／滿意度差距

31.6%

低

滿意度

重要性

資料來源：凱捷／美林全球財富管理顧問調查，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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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克服障礙，財富管理公司可從企
業價值中獲得莫大優勢
在危機後的市場形勢下，企業價值能為富裕客戶及
財富管理公司創造價值，這點無庸置疑。此外，富
裕人口的轉變，會進一步提高客戶的需求和期望，
企業價值有助財富管理公司找出更有利的定位，對
這些轉變維持敏銳的觸覺（見人口統計的分欄論
述）。
要實現企業價值，仍需面對一連串的難題，當中包
括需確保在董事會和執行長層面作出適當的策略性
管理承諾、管理奬勵制度以及建立支援機制。監理
規定是新的關鍵因素，因為若干業務可能必需予以
分隔。即使無明文規定需要分隔，客戶在目睹過危
機的蔓延影響後，或許會希望各個業務部門之間保
持一定的距離。
要有效地發揮企業價值，財富管理公司必需了解公
司整體及客戶與顧問關係中，各個層面可得的優勢
和遇到的困難，並對最終的影響作出判斷。部分主
要考慮因素如下：

母公司層面：
� 優勢包括有可能降低資金成本，並提高由財富管
理部門分流至其他業務部門的交易量。雖然財富
管理公司需要遵守有關資產及債務管理的嚴格規
定，但仍然有獲享這些好處的空間。母公司亦可
利用財富管理部門作為分配平台，對利潤進行內
部分配，有助提升企業的財務管理。另一項重大
優勢是可以將客戶轉介至其他業務分部。其他綜
效包括成本分攤（例如不動產及服務成本）。蓄意
以企業價值作為優勢定位的財富管理公司可持續
取得成功，特別是對於重視經其他業務部門獲得
新機會的客戶，增加供給這類客戶的服務選擇可
為財富管理公司賺取更多收費。
� 挑戰包括假如與財富管理部門關係密切的部門出
現醜聞或損失，有可能會損害財富管理的品牌信
譽。此外，由於若干法案及規例禁止動用不同業
務部門的資金，因此亦有可能會產生法律風險。
如未能透過預防措施及其他手段妥善處理利益衝

突（不論是實際上或被視為有利益衝突），可引
致更多其他問題。風險管理亦十分重要，因為財
富管理公司在提供增值服務時，有可能會對其財
政狀況構成更多風險。由於監理規定及客戶偏
好，甚少財富管理公司能在所有區域提供相同的
解決方案及服務，因此大部分財富管理公司會面
對能力差距的問題。此外，大部分財富管理公司
亦需面對文化差異的問題，因為要發揮企業價值
便需要將合作及協調工作提升至更高層次，而各
個業務部門的文化可能差別甚大，特別是由外合
併進來而非公司內部發展出來的部門。

業務部門層面：
� 優勢包括獲得額外收入及較易進軍其他市場。一
家全球財富管理龍頭公司曾經估計，在2007年，
其私人銀行業務每獲得100美元的收益，便會為其
他業務部門產生額外37美元的收益。利用現有的
法金客戶關係（多數是持久兼互信的關係），亦是
快速建立私人銀行客戶群的有效方法，利用投資
銀行業務推動首次公開募股及其他集資活動亦如
是。
� 挑戰包括推動和激勵各部門的參與。舉例說，投
資銀行家處理的交易數目通常以億美元計（遠較
私人銀行一般處理數百萬美元為多），因此他們
需要有足夠的推動力才願意向富裕人士服務。客
戶關係管理亦是主要考慮，因為顧問需確保富裕
客戶不會被一個部門轉介至另一個，而是在引導
下獲得一系列專業的綜合互動服務。專業盡責的
客戶經理必需跟進客戶與公司各個部門的所有互
動聯繫，並盡量減低當其他部門未能及時回應客
戶需要時可能出現的風險。這項工作可能會極為
繁重，因為這種互動聯繫可能牽涉多個部門分
支，例如匯率、貨幣和大宗商品交易專櫃，而這
些分支可能會積極但間接地參與執行富裕客戶的
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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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層面（顧問及顧問經理）：
� 主要優勢包括改善富裕客戶對財富管理公司的觀
感及彼此的關係，讓客戶知道財富管理公司已準
備就緒隨時應付他們的各種需要和期望。
� 挑戰包括需要向富裕人士提供多種不同種類的產
品，現時大部分富裕人士都希望因應自己的能力
全面參與選擇產品的過程。（開放資源平台的興
起已令富裕人士不再僅僅投資於純專有產品。）
顧問亦需要與其他業務部門建立良好關係，並信
任他們有能力共同為富裕客戶提供綜合建議。

部分財富管理公司已應用創新的企業價
值策略
財富管理行業已出現一些客戶主導的企業價值創新
實例。雖然少數財富管理公司正採取策略性方針來
建立全面的企業價值方案，但是大部分財富管理公
司的早期試驗仍較側重於技術層面。雖然如此，在
財富管理公司決定是否及如何更廣泛地推行企業價
值方案時，這些技術策略仍可提供一些克服障礙的
創新解決方案。
實例包括：
� 「內部銀行」方案，即財富管理公司在公司內部
設立一個專責為富裕客戶服務的投資銀行部門，
而不是將富裕客戶關係強加於現有的投資銀行業
務。主要的好處是財富管理公司可避免執行上的
困難，例如激勵法金部人員為富裕企業家集資
2,000萬美元。內部銀行可利用本身的條件向富裕
客戶提供服務，例如以低於其他公司的收費水平
向富裕客戶收取費用，同時確保客戶獲得長期跟
進及優質的服務。這種方案的主要困難在於確保
內部銀行的盈利能力，因為內部銀行顯然是主體
投資銀行的縮影，有可能無法於總部以外地區經
營（至少就任何實質經營規模而言）。
� 合夥制：有時候無論任何形式的鼓勵都可能無法
推動投資銀行部回應富裕人士要求（例如在首次
公開募股市場暢旺時，規模最小的首次公開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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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資額也可能遠高於富裕客戶的集資額）。為
了不想將客戶拒於門外，部分財富管理公司會將
客戶轉介予其他財富管理公司的「合夥小組」。
此服務可為富裕客戶提供一些選擇（即使沒有具
體的建議）之餘，亦能維持與客戶的關係，提高
客戶在完成集資後將資產交回公司管理的機會。
� 鼓勵合作的獎勵制度。部分財富管理公司有意訂
立制度確保部門之間能合作無間。其中一項是把
監察客戶關係的工作集中在一個專責識別和執行
合作機會的部門。由最高層人員（執行長辦公
室）指導工作，並設立獎勵制度作為輔助，例如
業務部門和分部（例如交易專櫃）之間經商討後
攤分收益。這種獎勵制度有利於持續合作多於一
次性的轉介，鼓勵部門主動傳授並將概念應用到
多個業務層面（激勵董事、副總裁、助理等）。
� 流行科技應用程式。很多財富管理公司已開始提
供科技應用服務，以吸納精通新科技的客戶，而
這些科技亦可能為富裕客戶帶來更多的企業價
值。例如部分財富管理公司已推出手機應用程
式，讓客戶查看不同業務部門的綜合投資組合結
單、下載研究報告以及調配資產。
雖然這些措施可在短期內發揮成效，但大部分都只
能解決技術上的問題，暫時充當財富管理公司的企
業價值方案，因此財富管理公司仍需確立並執行一
個更全面的策略，從而就企業價值取得長遠的成
果。

實踐企業價值的首要考量為溝通、建立
獎勵制度和完善的支援
由於企業價值越來越受客戶重視，相比以往財富管
理公司主要從業務整合中尋求綜效，其成功機會可
以說是大大增加。然而，此方案仍需解決在策略、
文化、監理、程序和業務模式經濟效益上的重大困
難。企業價值是一項需要承擔和耐力的轉型過程，
並需注意以下三項首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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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溝通。財富管理公司需一開始便需發出明確而一
致的訊息，表達其對企業價值的支持，因為實踐
企業價值有可能對各個參與部門造成企業文化衝
擊。執行這個計畫時，上至董事會及執行長，下
至區域和業務部門行政總裁和其他部門都必需共
同參與。此外亦需借助所有利益相關人士的意見，
為計畫的成功訂立實際可行的長遠目標和指標，
並向參與者灌輸改革的概念，令計畫水到渠成。
2. 獎勵。財富管理公司需構思和制訂有利可圖的企
業價值模式。主要考慮因素包括哪些業務部門和
富裕人士或客戶層面屬於改革範圍內（不是每名
富裕客戶在財政上都是可行）。業務部門和分部
（例如交易專櫃）訂立及商討奬勵架構的方式十
分重要（詳情請見下文）。
3. 完善的後勤部門。後勤部門如資訊科技需要進行
評估、監察甚至調動。關鍵在於必需全面採用一
致的資訊科技系統（在地區和能力層面上），同
時降低遵法及利益衝突的風險。由於轉型時間可
能很長，系統的擴展能力是另一項考慮因素。

需積極推行獎勵制度和其他補償措施
奬勵制度可以說是實現企業價值中最棘手的一環，
若未能妥善處理，會阻礙企業價值的發展。現在有
兩種日漸可行的做法：
� 「實際金錢」獎勵制度與經紀／交易員顧問服務
普遍採用的佣金制模式一脈相承，按照個人或部
門所作出的貢獻計算薪金。若薪金比率設計得
宜，向各合作方發放財務奬賞是十分有效的措
施，然而，這些比率難以釐定，並且必需將直接
利益相關人士（例如投資銀行家和部門分支參與
者，如專櫃交易員）的利益納入計算。

值得留意的是，部分財富管理公司亦透過委任和內
部表揚計畫提供非金錢形式的奬勵，進一步向公司
各部門灌輸企業價值文化，而且對象不僅限於高層
的利益相關人士，還包括長遠有望調升至管理階層
的較低職級僱員。

總結
金融危機令富裕客戶的關注點及重點需要越趨多元
化，隨著富裕人士的投資趨勢不斷改變，財富管理
公司必需設法維持靈活的應變能力來適應轉變。在
危機後的經營環境中，財富管理公司和顧問必需比
以往反應更快和更靈活，而且更需借助其他業務部
門／機構的實力。鑒於這個情況，加上存在行業不
利因素如利潤率下降、固定和可變成本上漲以及監
理收緊，大部分財富管理公司有必要繼續設法為客
戶提供具有更高價值的建議。
在這競爭激烈和艱難的環境中，財富管理公司如能
成功發揮企業價值來滿足富裕客戶需求，將可使其
品牌突圍而出，並回饋富裕客戶現時對他們的高度
信任。
堅持實踐企業價值是一個轉型過程，需付出時間和
耐性，並講求對長期投資報酬率措施的判斷力。由
於富裕客戶希望確保投資建議能於不同業務和投資
周期中貫徹實行，因此持續性是關鍵因素。財富管
理公司需審慎部署，經常留意企業價值能否配合業
務目標、策略和發展大計，以及在不同的地區和部
門的可行程度和範圍。

� 雙重（或影子）獎勵比「實際金錢」方法簡單（例
如前期進行的商討較少），由於全部參與部門均
可確認所有盈利，此方法可將公司各部門的利益
連成一線。這個制度亦與部分歐洲財富管理公司
及小型公司的「薪金加紅利」報酬計畫互相配
合。但是，後勤部門的手續可能十分複雜，而且
付款期較長可能降低參與者的熱衷度。

2011年全球財富報告

35

附錄A : 研究方法
《2011年全球財富報告》在市場規模模型當中涵蓋71個國家和

感謝下列人士協助編制本報告：

地區，佔了超過全球總國民收入的98%，及全球股市市值的

凱捷公司William Sullivan、David Wilson及Chirag
Thakral 對於本報告的指導；Santosh Ejanthkar、
Rajendra Thakur、Rishi Yadav及 Jackie W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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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em-Boudewijn Chalmers-Hoynck-vanPapendrecht以及其他來自凱捷財富管理業務部同仁
的建議與專業知識。此外要感謝Karen Schneider、
Alison Coombe、Jyoti Goyal、Martine Maître、
Matt Hebel、Sean Ryan、Sourav Mookherjee、
Sunoj Vazhapilly以及Erin Riemer持續地提供全球性
支援。

99%。
我們使用凱捷顧問公司的羅倫茲曲線(Lorenz curve)分析模型和
研究方法，估算各個地區財富的成長幅度和規模。此研究方法
是在八十年代凱捷顧問公司與美林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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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提供
之國家帳目資料。該資料用以確認每年的全國總儲蓄金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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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股票之市值的最終資料。
各國的財富分配基於財富和收入的已知關係計算。收入分佈資
料是由世界銀行、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或其他國家的官方統計數據所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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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每
年，我們不斷改進總體經濟模型，深入分析影響財富創造的國
內經濟因素。我們與全球各地多家公司的同事合作，剖析國內
政策、財政與貨幣政策長期對富裕人士財富創造的影響。
我們公佈的金融資產財富數據包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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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的不動產。理論
上，海外投資被計算在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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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重大的影響。

美林的Selena Morris及Sara-Louise Boyes、Claire
Newell、Sunny Wong與Chia Peck Wong提供方向、
資訊管道、業界觀點及研究，以確保重要議題的發
展在金融服務界受到重視；美林的Michael Benz、
Gilles Dard、Sonia Dula、Adam Horowitz、
David Jervis、Kunal Kamlani、Michelle Meyer、
Tamer Rashad、Steve Samuels、Peter Schmid、
Andy Seig、Wilson So、Michael Sullivan、
Christopher Wol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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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其公司名稱：
AL Wealth Partners PTE Ltd; Bankhaus Lampe;
BNP Paribas Wealth Management España; Burenstam
& Partners AB; CIMB Investment Bank; Danske
Bank Private Banking (Denmark); Danske Bank
Private Banking (Sweden); DnB NOR Private
Banking; First Republic Bank; Fokus Private Banking
(Norway); Formuesforvaltning AS; Handelsbanken
Kapitalforvaltning; Jyske Bank A/S; Karvy Private
Wealth; Kotak Mahindra Bank Limited; Mirae Asset
Securities; Morgan Stanley Private Wealth
Management India; National Bank - Private Wealth
1859; Nordea Private Banking; Rockefeller Financial;
Sampo Bank Private Banking (Finland); Terra.

本文件所含信息取自不同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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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資訊，任何倚賴本報告內容的人士須自負風險。

36

2011年全球財富報告

附錄 B : 各國富裕人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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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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ence 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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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個國家，2010年的全球營收達87億歐元，全球擁有約1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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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登錄www.capgemini.com/financialservices取得詳情。

凱捷主要辦事處
北京

+86 10 656 37 388

米蘭

+39 024 14931

柏林

+49 30 887030

孟買

+91 22 675 57000

+421 2 444 556 78

紐約

+1 212 314 8000

布拉迪斯拉發
布魯塞爾
布加勒斯特

+40 21 209 8000

奧斯陸

+47 2412 8000

巴黎

+33 1 49 67 30 00

+36 23 506 800

布拉格

+420 222 803 678

+212 5 22 46 18 00

聖保羅

+55 11 3708 9100

芝加哥

+1 847 384 6100

新加坡

+65 6224 6770

哥本哈根

+45 70 11 22 00

斯德哥爾摩

+46 853 68 5000
+61 292 93 4000

布達佩斯
卡薩布蘭卡

杜拜

+971 4 433 56 90

雪梨

都柏林

+353 1 639 0100

達義市

+63 2 667 6000

法蘭克福

+49 69829 010

台北

赫爾辛基

+358 9 452 651

多倫多

+1 416 365 4400

烏得勒支

+31 306 89 0000

克科拉夫 (BPO 中心)
里斯本

+48 12 631 6300
+351 21 412 2200
+44 207 7936 3800

倫敦
馬德里
墨西哥城

Rightshore® 為凱捷所屬的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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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91 657 7000
+52 5585 0324 00

維也納

+886 2 8780 0909

+43 1 211630

華沙

+48 22 4647000

薩格勒布

+385 1 6412 300

蘇黎世

+41 44 560 2400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Merrill Lynch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為全球個人與企業提供財富管理及投資
服務，為業界領導者之一。美林全球財富管理有近15,700位財務顧問，截至2011年3月31日止，為客
戶管理資產總額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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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林全球財富管理主要辦事處
阿姆斯特丹

+31 20 592 5777

邁阿密

亞特蘭大

+1 404 231 2400

米蘭

+39 02 655 941

巴林

+973 17 530 260

蒙特維多

+598 2518 2602

曼谷

+662 685 3548

孟買

貝魯特

+961 1 983 004

紐約市

比佛利山

+1 800 759 6066

巴拿馬

波士頓

+1 800 937 0866

巴黎

+33 1 5365 5555

芝加哥

+1 800 937 0466

帕莎蒂娜

+1 626 817 6888

舊金山

+1 415 693 5500

杜拜

+9714 425 8300

+1 305 577 6900

+91 22 6632 8000
+1 212 236 5500
+507 263 9911

都柏林

+353 1 243 8877

聖地亞哥

日內瓦

+41 22 703 1717

聖保羅

+5511 2188 4100

香港

+852 2844 5678

首爾

+82 2 3707 0400

休斯頓

+1 713 658 1200

上海

+86 21 6132 4888

伊斯坦堡
雅加達

+90 212 319 95 00
+62 21 515 0888

台北

+65 6331 3888
+886 2 2376 3600

特拉維夫

+972 3 607 2000

洛杉機

+1 213 627 7900

東京

+81 3 6225 8300

盧森堡

+352 49 49 111

華府

+1 202 659 7222

馬德里

+34 91 432 9900

蘇黎世

+41 44 297 7800

倫敦

+44 20 7628 1000

新加坡

+562 37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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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凱捷（Capgemini）與美林全球財富管理（Merrill Lynch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版權所有。凱捷與美林全球財富管理，在此所提及之服務與標誌
是個別公司之商標與註册商標。本報告所提及之其他公司、産品與服務名稱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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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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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銀行與美林並未在受禁止的司法管轄區提供帳戶、產
品或服務，因此，美林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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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澳洲銀行法》所界定的認可接受存款機構，亦不
受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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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捷與美林對於本報告之任何資訊不作任何保證。

如需進一步資訊，請聯絡： wealth@capgemini.com
有關凱捷的媒體資訊，請聯絡：
Karen Schneider，電話：+1-516-607-9652
有關美林全球財富管理的媒體資訊，請聯絡：
Selena Morris 電話：+1-212-236-2272

© 2011年，凱捷與美林全球財富管理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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