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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迎接更为开放并融合的亚太市场

无论喜欢或承认与否，我们都正处在一个日益

融合的世界之中。全球性的、尤其是区域间的经

济、金融活动日益紧密，将各个经济体日益融合为

更为广阔且不可分割的市场。

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区

域之一，亚太地区经济增速普遍高于全球平均增

速。其不仅仅拥有巨大的人口总量、巨大的政治经

济影响力，不断积累的财富也使得其拥有全球数量最

多的金融中心，并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市场：截止2016年底，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规模

达到109万亿美元，占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比例约为65%，遥遥领先于其他区域。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亚太地区内不同经济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非常明显。区域内，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不仅存在着经济发展和人均财富之间的不平衡，经济、金融体制

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亚太地区在日益融合为一个更为整体的市场的过程中，如何在经济层

面逐步弥合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金融体制机制之间的差异、加强要素在不同经

济体之间的合理配置和流通，也是一项重要的议题和艰巨的挑战。

站在资产管理行业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深化和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了亚太地区资产管

理行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区域内部分发达经济体已经走在了前面，一些发展中的经济体也正

准备以更为积极和开放的姿态“请进来”和“走出去”。金融要素更为市场化、更为有效地在区

域内流动并配置，有助于区域内经济进一步的融合和平衡发展。



与此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对亚太地区的金融体系造成日渐重要的影响，并推动亚太地

区资产管理行业的快速改变。面对科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亚太地区各个经济体在互相学习、借

鉴之间也促进了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给亚太地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金融融

合，以及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明显且良好的机遇。

我们也相信，我们站在资产管理视角看到的亚太地区经济、金融快速融合发展仅仅是一个开

始。一个内部联系更为紧密、更为信息技术化的亚太资产管理市场的形成，将会是一个长期的、

不可逆转的趋势。

是为序。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巴曙松



李治国 挖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科技创新是推动人类历次重要变革的关键动力。近年来，移动互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深入，加速了金融科技与资

产管理的融合创新。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迅速，已经成长为全球最

大的资产管理市场，金融科技也逐渐应用到资产管理的各个领域和环节，

正在对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的模式、业务、流程和产品产生深远影响，

并将重塑亚太地区资产管理的竞争优势、行业格局和演进路径。作为这一

领域的创业者，我们愿意与同业加强分享交流，相互促进、携手发展。

姚江涛

《2017年亚太资产管理发展趋势与展望》以宏观视野洞察亚太资管当

下的纷呈样态，见微知著展望未来的驱动与机遇。报告聚焦区域发展特

点，援引丰富详实的数据以归纳现实问题，言必有据；结合多维视角以洞

见来日趋势，掷地有声；基于金融科技的技术驱动和“一带一路”的历史

机遇，发掘资管混业的合理出路，洞幽烛远。报告既能精准透析盘点地区

影响，又能高步阔视推论国际格局，相信定能让关注并研习资管及金融行

业的兴趣读者和从业精英受益匪浅。

中国信托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领导小组组长

信托金融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长   中航信托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国钢

当前全球各地区政治经济环境发展失衡，为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带来

不同的挑战。亚太地区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其

资产管理行业所面临的是高速发展的市场需求与创新开放格局下复杂业态

所共同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净值人群的快速增长激发日益迫切的多元化

配置需求，制度与产品的日新月异为行业变革提供了持续动力，“一带一

路”的国家倡议美好画卷在此从容铺展。此次巴教授带领团队精心撰写的

资管行业报告，深入洞察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将帮助众多资产管理行业人

员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方向。谋局，思定而践行，定会博取金秋之丰厚硕果。

中民投集团 副总裁 

中民投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执行纲要

2016年，亚太地区成为全球资产管理行业瞩目的增长点。截止2016年底，亚太地区资产

管理规模达到10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83%，资产管理规模全球占比约65%，遥遥领先于其

他地区。具体来看，除北美和日本以外的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主要得益于GDP强劲增

长带来的新增财富净流入；美国和日本主要得益于金融市场的资产升值。

2017年，亚太资产管理市场环境仍充满挑战。一是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各国针对资产

管理行业采取的强监管措施，将加重资产管理行业的合规成本。二是低成本高效率的被动投

资持续挤压主动管理的市场份额，资产管理行业收入面临下滑压力。三是私人银行、金融科

技公司等机构争相角逐资产管理市场，资产管理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考虑到上述市场趋势，

我们在报告中提出若想在未来突围，一方面亚太资产管理机构需要积极参与资产国际化的配

置进程，特别是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跨境资产管理机遇；另一方面需要全面拥抱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和分析等先进技术来实现创新，从而抓住机遇、果断行动、变革

工作方式，而在投资管理和渠道分销方面尤为如此。

以上为本次论坛报告《2017年亚太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趋势与展望》的核心思想。本报告

描述了亚太地区资产管理发展概况，重点介绍了美国、中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国家

（地区）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情况，特别讨论了金融科技和跨境资产管理两个议题。

第一部分通过大量数据，回顾2016年亚太资产管理行业的表现，归纳了其发展的四大驱

动力：高速成长的经济、迅速增长的高净值客户数量和资产规模；持续扩张的离岸资产管理

市场；金融深化和快速发展的直接融资市场。与此同时，总结未来发展三大趋势：提高

对外开放程度，稳步推进互联互通；拥抱金融科技对行业的渐进式重塑；抓住“一

带一路”倡议带来跨境资管业务增长的机遇。



第二部分介绍了美国、中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四个国家（地区）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

情况。得益于居民财富不断增长带来的理财需求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退休金体系的不

断完善和发展等因素，2016年美国资产管理行业同比增长迅速。展望未来美国资产管理行

业，主要有四大趋势：被动产品仍是投资者主要青睐的产品；另类产品、特殊产品和解决方

案增长潜力巨大；金融科技渗透，推动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得益于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带来

的新增资产流入，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增长抢眼，同比增长21%。最近中国政府以规范

行业和防范风险为主线推动的金融去杠杆，统一监管框架等系列监管措施可能会使中国资产

管理行业增速暂时放缓，但考虑到中国市场可能过热的情况，这些措施被市场视为欢迎之

举。展望未来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主要有三大趋势：内部结构再调整，以银行理财为核心的

资产管理行业关系结构或发生改变；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降低壁垒、引入竞争；“非标转

标”趋势持续，资产证券化业务快速发展推动标准化资产占比继续提升。得益于沪港通、深

港通和债券通搭建的互联互通机制等因素，2016年中国香港地区资产管理行业保持较快增

长，同比增长5.2%。展望未来中国香港地区资产管理行业，主要有三大趋势：推动金融科技

发展，应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推出预设投资策略，多只基金将降低管理

费用；引入开放式基金型公司、促进基金投资多样化发展。得益于与传统银行发展的贡献互

补、税收激励政策和地理位置优势以及改革的监管理念，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表现强劲，同

比增长7%。在新加坡政府主导的发展计划中，资产管理行业被定为潜在增长行业，并被视为

帮助新加坡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一环。展望未来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主要有两大趋

势：加强海内外资产管理业务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各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

第三部分研究了金融科技如何助力亚太资产管理行业换代升级。亚太地区将引领金融科

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朝着3.0阶段加速迈进；投资端的资产管理将成为受影响最为深远的

领域；而基于金融科技的精准产品销售和重构用户体验，将成为资产管理产品开发及销售业

务线条未来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亚太地区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且金

融科技的被接纳程度远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为金融科技重塑资产管理行业奠定了扎实基础。

而且，亚太地区不同国家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处于不同阶段，呈现明显的多样

性，互补性强，存在合作基础。但是，金融科技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改变了行业风险



特征，对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亚太地区对金融科技重塑后的资产管理

行业的监管已经有一系列实践探索，但仍滞后于行业发展，且各国行业监管标准不一，不利

于互联互通，未来任重道远。

第四部分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给亚太资产管理行业带来的机遇以及亚太资管机构如

何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以及活跃的跨境并购活动，需要亚

太资产管理行业提供资金和跨境金融服务。亚太地区聚集的国际金融中心、区域内企业和机

构旺盛的投融资需求，为亚太资管机构在“一带一路”开展跨境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

“一带一路”背景下，亚太资管机构开展跨境业务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路径选择

上，以东南亚和中东欧国家（地区）为布局起点；二是在业务模式上，发展外汇类、利率类

期货交易市场，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和搭建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发展国际并购业务，协助企业

“走出去”和“引进来”。

本次研究的目的在于就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现状及发展机遇提供全新的洞察观点，以

帮助资产管理机构寻找新的增长点。希望本报告能够为读者提供有益的信息。



Executive Summary

In 2016,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growth for the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At 

the end of 2016, the scale of asset man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eached $109 trillion, increasing 

5.83%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the previous year. The asset under management accounted for about 65% of the 

world's total, far ahead of other regions. Specifically,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xcluding North America and 

Japan (especially China) benefits mainly from the net inflow of new wealth resulting from the strong GDP 

grow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benefited mainly from the asset appreci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In 2017,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Asia Pacific asset management market is still challenging. Firstl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strong regulatory measures taken by the countrie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gainst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will aggravate the compliance costs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Secondly, 

low-cost and high-efficiency passive investment continues to squeeze the market share of actively managed,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s fac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revenue. Thirdly, private banks, financial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compete for the asset management market, so that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ar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bove market trends, we propose in the report that if we 

want to break through in the future, on the one hand, asset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need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sset allocation, especially the cross-border asset management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fully embrace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big data and analytics to innovate, so a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act 

decisively and change the working methods, especially in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channel distribution.

The above is the core idea of the report of "2017 Asia Pacific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trends and outlook," 

for the forum. This report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of asset management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t highligh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particular, it discusses two topics, namely,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cross-border asset management.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report, we review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sia Pacific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2016 

through a large amount of data, and induce the four driving forces behind its development: a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a rapidly growing number of high-net-worth customers and asset under management; a continuously 

expanding offshore asset management market; deepening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rect financing market. 

In the meantime, we summarize the three major trend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steadily promoting connectivity, embracing the gradual reshaping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for the 

industry, and seizing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 the growth of cross-border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es.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repor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2016, the U.S.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witnessed a remarkable 

year-on-year growth thanks to such factors as the growth in wealth management demand caused by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household wealth, the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nsion system. Looking ahead, there are four main trends in the US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passive 

products are still the main favored products for investors; great potential for growth of alternative products, 

special products and solutions; financial technology penetratio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Thanks to the inflow of new assets due to the rapid growth of household wealth,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China witnessed a remarkable growth in 2016, an increase of 21%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last year. 

Recently, a series of regulatory measures such as financial deleveraging and a unified regulatory framework 

promo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industries and guard against risks may temporarily slow down 

the growth of China's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However,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ossible overheating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se measures are welcomed by the market. Looking to China's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three major trends: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structure with bank financing products as the core will be likely to change; the industry further opening up to 

lower barriers and to introduce competition; the trend of  "non-standard product transferring to standard products" 

continues;the rapid growth of securitization business contributed to the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the proportion 

of standardized assets. Thanks to such factors as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changing mechanism between 

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 Shenzhen-Hong Kong Stock Connect and Bond Connect,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Hong Kong maintained a rapid growth in 2016, representing a year-on-year increase of 

5.2%. Looking ahead there are three main trends in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Hong Ko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applying the regulation sandboxes for financial technology;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plans to introduce a pre-set investment strategy with more funds to reduce management costs; the 

introduction of open-end fund companies, promo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und investment. Benefiting from 

complement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bank development, tax incentives,geographical advantages, and 

regulatory reform,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Singapore showed strong performance,with a YoY increasing 



rate of 7%. In Singapore's government-led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s set as a 

potential growth industry and is seen as a strategic part of helping Singapore develop into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Looking ahead, there are two major trends in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Singapore: strengthening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home and abroad;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fintech field. 

The third part of this report examines how financial technology can help upgrade the Asia Pacific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will lead fintech to restructure the asset management towarding stage 3.0; 

investment-side asset management will be the field with the most far-reaching impact;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based precision product sales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reconstruction will becom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for assets management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sales business lines. In the meantim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financial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The acceptance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inancial 

technology to reshape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Moreover, the remodeling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by financial technology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re at different stages, showing 

obvious diversity, strong complementarity and a foundation of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reshaping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for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has chang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risk and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after the resurgence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regulation still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regulatory standard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various and are not conducive to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and has much more to improve.

Part IV of the report examines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ngs to the Asia Pacific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and how asset management instu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can participate. The 

immense funding needs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lo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the vibrant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equire funds and cross-border financial services from the Asia Pacific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The intensive financial and investment need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and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gathered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sia-Pacific regional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cross-border business in the "One Belt and Road". In the contex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re are two aspects in which Asia-Pacific-based AMCs can carry out cross-border business: firstly, they 

should use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ir choice of 

routes; secondly, developing foreign exchange and interest rate futures trading markets, hedging the risk of price 

fluctuations and building a cross-border financial service platform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usinesses and help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and "bring i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a new insight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o help asset managers look for new growth drivers. We 

hope this report can provide readers with usefu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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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概况

一、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增长迅速，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市场，遥遥领先其

他地区。其中，美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存量资产增值，东亚地区的增长主要得益于

新增财富的迅速增长。从特征上看，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的主要特征包括：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较快，驱动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区域内高净值客户数量和资产规模增速较快，资产管理需求

强烈；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大且增速最快的离岸资产管理市场；金融深化和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推

动了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从结构变化上看，亚太地区各国均加强了金融监管，增强资产管理行业透明度和对投资者的保

护力度，资产管理机构的合规成本大幅提高；被动投资占比提升，如主动管理产品不能持续兑现

超额收益，将面临被动投资产品更大的替代效应；私人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等加入资产管理行业

角逐，竞争日趋激烈；受到监管加强、行业透明度提升、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亚太地区资产管

理机构的收入面临下滑压力。

从未来趋势上看，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互联互通稳步推进；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Fintech）已经逐渐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

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金融领域，对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的模式、业务、流程与

产品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为亚太资产管理机构跨境业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本手册中亚太地区指亚洲太平洋地区，主要包括东亚的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韩国、日本、东南亚的东盟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

新西兰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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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概况

然而，全球资产管理总规模增速的回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部分表现较好的金融市场投资资产

的升值。从新增管理资产净流入来看，2016年新增管理资产净流入占年初资产管理总规模的比例为

1.5%，和过去几年相比并没有明显提升。

图表 1：全球资产管理总规模（单位：万亿美元）

来源：BCG 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课题组整理

来源：BCG 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课题组整理

图表 2：全球资产管理行业资产净流入率（单位：%）

（一）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迎来了关键增长阶段

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和金融深化正在推动亚洲资产快速增长。截至2016年年底，全球资产管

理行业管理资产总额增至166.5万亿美元，较2015年末的158.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2%，明显高于2015

年4.5%的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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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底，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09万亿美元，较2015年末增长5.83%，增速较2015年有

所提高，资产管理规模占全球的比例约65%，遥遥领先其他地区。其中，北美资产管理规模达到

55.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4.5%，同比增速较2015年上升2.5个百分点；亚太地区（不含北美及日本）

的资产管理规模为38.4万亿美元，同比增速为9.5%，实现了近两位数的增长。亚太地区是近10年全

球资产管理规模增长最迅猛的地区，目前尚未看到增速趋缓的迹象。

亚太地区2016年资产管理规模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居民较高的储蓄率加大了零售端的理

财需求，银行、险资和养老基金的发展推动了机构理财市场的快速扩容。

从资产管理规模增长的归因来看，亚太地区（除北美及日本）主要依靠GDP强劲增长带来的

新增财富，新增财富对资产管理规模增长的贡献率为65%，远高于其他地区。在北美，资产管理规

模的增长主要依靠存量资产增值，尤其是股票市场的良好表现。在全球其他地区，存量资产增值

和新增财富对资产管理规模的贡献大致相当。

来源：BCG 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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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迅猛，整体规模日益庞大。截至2016年末，中国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1.79

万亿元。其中，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公募基金规模9.16万亿元，占比仅为17.69%，其中还包括封闭式

基金，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业务规模16.89万亿元，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规模17.58万亿

元，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约2792亿元，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认缴规模10.24万亿元，实

缴规模7.89万亿元。截至2016年末，包括银行理财、信托和保险等的广义资产管理行业总规模已经

达到116.18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规模29.05万亿元，信托规模20.22万亿元，保险公司资产规模

15.12万亿元。考虑到通道业务、委外业务、互相嵌套等因素导致的重复计算因素，真实的资产管

理规模可能与统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政府正在加强对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统一准入和监

管，力求最大程度上消除监管套利，严控金融风险，并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最终目标，预计中国资

产管理行业将在一个更为公平、高效、开放的平台上茁壮成长。

来源：BCG 2017年全球财富报告，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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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四大特征

1、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较快，驱动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速。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2011年

至2016年全球各国GPD平均增速在3.11%到4.22%之间（可见图表5），亚太地区（除美国、日本

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各年的增长率均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亚太地区发达

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保持平稳，实现了稳定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可投资资产的高速增长。

以中国为例，2016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达到165万亿元，2014至

2016年复合增长率为21%，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士（HWIs）达到158万人，比2014年

增加了50万人，年复合增长率为23%。

来源：Wind资讯，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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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等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资产管理规模的增加主要受益于存量资产的表现驱动，

尤其是股市的强劲上涨。以美国为例，上市公司盈利良好，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市场对其减税、放

松监管和基建等倡议反应积极，2016年全年美国股市除一季度略有调整外全年表现良好，标普500

指数全年上涨9.54%，考虑到美国私人财富中近70%配置在股市上，股市的良好表现推动了资产管

理规模的增加。

来源：《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招商银行、贝恩资本，课题组整理

来源：Wind资讯，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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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单位：万亿元）

图表 7：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主要股指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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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太地区，诸多新兴经济体资产管理规模的增加主要受益于私人财富的增加。在中国，随

着经济从投资拉动型向消费和服务业拉动转变，中国的私人储蓄在2016年同比增速为13%，绝对金

额仅次于美国。在印度，私人财富在2016年也取得了11%的高增长，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增量绝大

部分来自私人储蓄。

2、高净值客户增速较快，资产管理需求强烈

亚太地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高净值客户的财富增速预计将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财富增长

最快的是富豪阶层，其次是超高净值人士和高净值人士。BCG报告数据显示，亚太地区（除北

美、日本外）超过1亿美元的富豪阶层私人财富2016年至2021年的预期年化复合增长率为14.6%，高

于超高净值人士的14.3%和高净值人士的11.5%，更远远高于100万美元以下资产阶层7.7%的财富预期

增速。

3、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大且增速最快的离岸资产管理市场

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离岸资产管理市场，离岸财富高达3.6万亿美元，占全球离岸财富的

34.95%。亚太地区（除北美外）是全球最大的离岸资产管理市场，约有2.9万亿美元的财富存放于离

岸中心，预计2016年至2021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6%，在所有地区中名列第一。中东和非洲以及拉美

尽管其离岸财富占比较高，分别为23%和27%，但整体体量较小，增速也慢于亚太地区，这与上述

地区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货币贬值等因素有关。西欧目前离岸资产管理规模为2.6万亿

美元，仅次于亚太地区，但预计增速较慢。目前瑞士是全球最大的离岸资产管理中心，但随着亚

太地区离岸资产管理规模的快速增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正在迅速崛起，有望成为新兴的全球离

岸资产管理中心。北美的离岸财富为0.7万亿美元，仅占全部财富的1%。

来源：BCG：2017全球财富报告，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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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亚太地区不同财富阶层财富增速2016-2021年复合增长率预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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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亚太地区多国为了促进税收回流本国，推出了一系列税收赦免、跨境资本流动管制等

措施。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提议降低海外盈利资金税率，把美国企业回流本土的海外资金税率从目

前的35%降低到10%，促使资金回流，作为降低企业税率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在“8.11”汇改之后对

资本项目下的跨境资本流动有所收紧，可能会对亚太地区离岸资产管理市场的增速造成一定的负

面影响。

4、金融深化和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推动了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尽管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深化一直

在进程中，利率和汇率逐渐市场化，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逐步减少。其次，亚太地区新兴经济

体的直接融资市场迅速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更多的金融工具出现，更多

投资者进入市场。例如，截至2016年底，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到64.31万亿元，占GDP的

86.42%，是5年前的3.85倍。再次，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提升，外资进入壁垒逐

步降低。

来源：BCG：2017全球财富报告，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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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大且增速最快的离岸资产管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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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太资产管理行业的四大结构变化

1、监管加强，合规成本大幅提高

过去十多年，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充分受益于宽松的监管

环境、较低的资本要求、透明度较低的产品和定价，获取了高额利润。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地区

各国都意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资产管理行业面临更严格的金融监管和更高的合

规成本。

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后对其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出台了《多德弗兰克华

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控制系统性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多德弗兰克法》大大加强了

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权，包括对所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严格的审慎监管标准（比如，风

险加权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杠杆率、风险管理、短期债务、信息披露、信用敞口、表外资产）

和采取各类监管手段（比如，现场和非现场的检查权，索取报告权，执法权，压力测试），资产

管理机构面临的监管成本和合规成本大幅上升。同时，法案还禁止了拥有资产管理业务的大型交

易商进行自营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资产管理机构失去很重要一块利润来源。此外，美国通

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基本消除了金融危机前美国多头监管导致的

“监管套利”，一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如AIG）等逃避更严格的监管。

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也正在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统一资产管理行业准入和监管标准，防止系

统性风险发生，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以中国为例，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规模不断

攀升，在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由于同类资产管理业务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不一致，也存在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

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金融监管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监管部门最近出台了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银行、保险、券商、基金、信

托等金融机构从事资产管理行业进行统一准入、统一监管、统一标准，力求最大程度上消除监管

套利，并且拟采取系列措施，严控金融风险。从2017年年中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监管的加强已

经成为趋势，机构面临的监管压力和合规成本也日益增加。

2、被动投资占比提升，主动管理面临压力 

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的另一个趋势是以ETF、ETF联接、普通指数基金等为代表的被动投资

的兴起，相比主动管理基金，被动投资基金占据的份额逐年上升，考虑到主动管理基金的费率远

高于被动投资基金，行业的利润率受到挤压。主动管理基金面临着更低成本、高效率的被动投资

基金的激烈竞争，互联网减轻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如果主动管理型基金不能持续产生超额收益，

份额向被动管理型基金流入将不可避免。投资者正在变得更为成熟理性，资产管理行业的透明度

也在不断提升，投资者要求更为低廉的费率和佣金水平，给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的利润率带来

挑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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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指数基金也以其低费率、投资运作透明度高、分散投资和低风险

特性得到了快速发展。以中国为例，截止2017年9月30日，中国公募市场上共有585只指数基金（含

指数增强基金），总规模5539.64亿元，涵盖了股票、债券、大宗商品等多类资产类别，产品形式不

断创新，包括了ETF及其联接基金、LOF、分级和场外指数基金等。相较而言，主动管理基金面临

一定困境，以中国主动管理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例，截至2017年9月末规模合计7473亿元，仅占

所有基金规模的6.71%。相较而言，当前开放式股票基金的规模占比较2014年有较大幅度下滑。截

至2014年底，开放式股票基金规模合计13142亿元，占比为28.98%，受到货币基金规模大幅增加、主

动投资难以持续兑现高收益影响，规模绝对量和占比均下滑较为严重。

截至2016年底，全球ETF规模达到3.5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被动投资的渗透率

已经较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渗透率加速提升。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ICI 2016年报告，截至2016年

底，美国有1716只ETF产品，总规模达到2.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13%，占全球ETF市场规模的

73%，渗透率加速提升。美国2016年度ETF的净发行份额达到了284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机构投资者

将其资产管理规模的13%配置在ETF上。

来源：2017美国基金业年鉴，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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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美国ETF数量和规模（单位：只、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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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亚太地区资产管理机构的收入面临下滑压力 

过去多年，亚太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新增储蓄不断增加，叠加较为宽松的监管和不透明的定

价，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的红利期，利润十分丰厚。金融危机之后，尤其

是近年来，亚太地区各国相继加强金融监管，资产管理市场透明度提升，ETF等被动投资工具兴

起，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亚太地区资产管理机构的收入面临下滑的压力。根据BCG发布

的2017年全球财富管理报告，亚太地区（除美国外）资产管理行业的收入与资产管理规模的比例由

2007年的76个基点下降到2012年的65个基点，到2016年下降到60个基点，尽管资产管理机构纷纷采

取措施控制成本，但仍然难以完全抵消收入下滑的压力。

来源：BCG：2017全球财富报告，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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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亚太地区资产管理机构的收入承压

来源：Wind资讯，课题组整理

图表 11：中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规模停滞不前（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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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竞争日趋激烈，私人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等机构争相角逐资产管理市场

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竞争日趋激烈，银行纷纷通过私人银行业务切入资产管理行业，金融

科技公司更是抓住传统金融机构的一些痛点，通过智能投顾模式切入资产管理行业数十万亿级别

的市场。

2016年全球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达到22万亿美元，总收入达到1630亿美元，亚太地区的北美

是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地区，达到12万亿美元，收入为880亿美元，基本占全球的半壁江

山。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私人银行业务渗透率目前还较低但增速较快，但银行正在大力拓

展私人银行客户，试图从零售银行、资产管理机构、证券公司和信托手中争抢客户，中国在2016年

私人银行业务的收入达到120亿美元。

金融科技（FinTech）带来的金融创新，创造了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

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就资产管理行业而言，金融科技公司针

对传统金融机构佣金收入导向与客户利益不一致、基金经理道德风险、费率结构不合理等痛点推

出各类FinTech+资产管理服务，在服务长尾客户的基础上也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客户造成了部分分

流。以智能投顾为例，其以马科维茨的资产配置理论为基础，以经济学上严格定义的大类资产为

投资标的，根据用户的个人理财需求，通过算法和产品搭建数据模型，来完成传统人工提供的理

财顾问服务，充分发挥了技术优势，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理财，对过去高门槛、高费率的传统理

财顾问模式形成挑战。

（四）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三大趋势

1、亚太资产管理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

亚太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正在对外资打开大门。中国在2015年允许外资通过沪港通投资国内股

票市场的基础上，近年来加快了开放的进度，2016年8月证监会取消沪港深通总额度限制、2016年12

月深港通启动、2017年6月A股纳入MSCI、7月“债券通”启动，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深

度广度。截止2017年一季度末，外资持有A股占总市值的1.2%，占自由流通市值的3.4%，外资持有

国内债券市场不到2%，较主流经济体的对外开放程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传统上，中国国内的股

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相关性较低，为全球资产管理机构提供了更优的风险收益组

合，得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红利。除中国之外，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正在对外资放开资本市

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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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互认方面，亚太地区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2015年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

推出了中港基金互认机制，允许对方的基金在各自区域内发售，2016年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一年的

总销售额为102.21亿元；净销售额为77.72亿元；内地互认基金在香港的总销售额为1.52亿元；净销

售额为0.96亿元。类似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发起了东盟共同投资计划框架（ASEAN Collec-

tive Investment Scheme），允许本土基金跨国发售。菲律宾、韩国、泰国等六国签署了亚洲区域基金

护照（Asia Region Fund Report），上述多边协议允许各国之间互相承认基金和基金经理，协议中各

方的投资者可以随时交易他国的基金产品，无需基金公司在各国都设立基金产品。

2、金融科技的崛起再造资产管理行业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新如火如荼，应用场景愈发广泛，金融

业也不例外，目前金融科技（Fintech）已经逐渐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

行、保险、交易结算等金融领域，对资产管理行业的模式、业务、流程与产品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前端销售方面，亚太地区各国基金产品的分销渠道差异较大，例如，中国80%的基金销售都

是银行代销，日本和韩国基金的主要销售渠道是证券公司，而新加坡的基金产品更多时候通过银

行下属的资产管理机构销售给高净值客户，唯一的共同点是各国的电子化分销渠道都在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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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资讯，课题组整理

图表 13：沪港通成交金额逐步放大（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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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子化分销渠道在基金产品销售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述趋势

在亚太地区尤为明显。在中国，货币基金纷纷采取网上直销和代销，并且创新推出货币基金直接

用于消费支付的余额宝等产品，对存款形成强烈的替代效应，货币基金的规模从2015年1月的2.19万

亿元迅速增长至2017年9月的5.35万亿元。电子化分销渠道比传统的分销渠道更方便快捷，成本更

低，同时更少的尾随佣金能够提高资产管理机构的利润率。移动端分销渠道正在变得原来越重

要，诸多资产管理机构正在寻求和当地运营商合作，通过移动端处理客户的申购赎回指令，亚洲

更多偏远地区的人民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投资管理服务。此外，网销平台（包括直销平台和第三方代销平台）也扮演

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中国的天天基金网2016年完成基金代销3060.65亿元。

3、“一带一路”倡议为亚太地区资产管理机构跨境业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多样性强，发展阶段差异性、互补性明显。各国在基础

设施建设，能源、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船舶等其他机械设备制造，文化旅游，农业与商贸物

流等多个领域合作需求强烈，而上述领域的合作必然需要跨境金融服务的支持。仅基础设施建设

一项2017年-2020年的投资需求就为5.2万亿美元到7.3万亿美元。其他领域的跨境并购也在不断增

加，2010年-2016年，全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已完成的跨境并购累积金额达1.31万亿

美元。而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资金通”目前已形成了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两大机构为融资

平台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框架不足以支持其巨额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区域内金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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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资讯，课题组整理

图表 14：中国货币基金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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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度不足，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注入。从整体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如果投资率提升至36%，则

2017年至2020年间新增资金将达41.37万亿美元。假定新增资金中有30%属于直接投资的资本金，30%

将可能出现由自身资本市场发展和储蓄率提供的内生替代，则余下的40%（约16.55万亿美元）属于

信贷资金和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资金。这给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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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课题组整理

图表 15：“一带一路”倡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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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指美国、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二、亚太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情况

（一）美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得益于居民财富不断增长带来的理财需求增长、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退休金体系的不断完善

和发展等因素，美国资产管理行业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了长足的增长，目前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

范围内处于领先的位置。近年来，美国资产管理行业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1、美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三大特征

（1）集中度继续提升，赢者通吃现象明显

从2005年到2016年，美国规模最大的五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资产比例由36%上升到47%，规

模排名前十的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比例则由47%上升到58%。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原因：其一，近年来指数基金越来越受投资者青睐，而绝大部分指数基金均由前十大基金公司所

管理。其二，债券基金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出现了巨大的资金净流入，而债券基金的产品数量以及基

金发起人较少，因此能够提供债券基金产品的大型公司资产份额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2）费率持续下降

从共同基金来看，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费率由2000年的0.99%下降至2016年的0.63%，降幅达

36%。同期，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的费率也分别下降了17%和33%。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

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导致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费率持续下降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投资产品收益的下降，此外，同业竞争的加剧和潜在进入者的威胁等因素也导致共同基

金费率不断下降。从ETF市场来看，ETF的发行者也通过各种方法（如自我指数化）来尽可能地降

低费率，从FactSet的数据来看，目前有137只ETF的年费小于或等于0.1%，而这些ETF总共持有美国

市场41%的 ETF资产。也就是说数量占比6.5%的ETF持有41%的ETF资产，这也从另外一个维度反映

了美国资产管理市场的高行业集中度。

（3）不同类型产品发展情况差别明显

共同基金虽然维持着行业第一的资产管理规模，但近年来发展速度已经放缓，ETF则延续了近

年来的火热发展趋势，而对冲基金连续多年业绩不佳，竞争压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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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规模巨大但增速放缓

截至2016年底，美国共同基金依旧以16.3万亿美元的资产总额维持全球第一的地位。近年来，

共同基金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这主要是由于投资者偏好的改变所致。近年来美国

投资者更加偏好指数型产品，而在被动投资中ETF往往是比共同基金更好的选择，资金从共同基金

流向ETF限制了共同基金的增长速度。2016年仅债券基金录得资金净流入，共同基金市场全年资金

净流出2290亿美元，投资者从长期基金中赎回了1990亿美元，从货币市场基金赎回了300亿美元，货

币市场基金的资金变化则主要是由10月份的监管框架变化所致。

ETF：持续且快速的增长

过去数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美国机构投资者和零售投资者选择投资ETF，需求快速增长。2016

年美国ETF的资金净流入达到了接近历史记录的2840亿美元，市场ETF总数达到1705支，资产规模总

量达到2.465万亿美元。而根据ETF.com的数据，截至2017年11月，美国ETF市场共流入资金近4000亿

美元，今年全年的资金流入预计将超过4500亿美元。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ETF资产份额占据全球

ETF市场的七成。

在资金流入为王的资产管理行业中，ETF毫无疑问是2017年美国资产管理市场的明星，其能够

吸引大量资金来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投资者从主动型基金转投被动基金的持续趋

势。这一趋势已经在美国市场持续了数年，投资者从活跃的共同基金转投基本上被动的ETF；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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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CI，课题组整理

图表 16：近年来美国共同基金市场资金流动状况（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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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资者对全球股市信心的增强，此外企业的减税预期还推升了投资者对美国股市的信心，而ETF

则是此种情况下投资者获得风险敞口的首选方式；其三来自于行业规则的变化，美国劳工部有关

退休计划的受托人规则（the fiduciary rule）于2017年6月开始生效，该规则要求投资顾问在为退休选

择产品时要首先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在这一规则下，具有成本低廉、透明度高、交易便捷以及税

收优惠等特点的ETF成为了许多投资顾问的首选；其四是捕捉热点的能力和策略的灵活性。相比于

共同基金，ETF更加灵活，基金发起人可以针对投资者的需求来发现满足其投资目标的ETF。以

2017年市场大热的比特币为例，比特币的价格从年初的950美元飙升至11月份的8000美元以上，ETF

的发行人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比特币这一投资标的，Cboe全球市场（ETF.com的母公司）已宣布将

推出比特币期货，若这一期货能够顺利推出，那么第一批比特币ETF也会在不久后发行。

对冲基金：业绩表现不佳，竞争压力加大

近年来美国对冲基金行业绩效表现不佳，其原因主要有：其一，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冲基金

的投资回报率始终未能跑赢大盘，这构成了对冲基金发展停滞的关键因素；其二，随着客户成熟

度的提高，其要求的不断提升显著增加了对冲基金的运营成本；其三，对冲基金议价能力下降，

管理费用不断下滑。近年来对冲基金的费用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2016年对冲基金的平均管理费

用仅为1.46%，平均收益分成为17.16%。而从整个市场格局来看，随着行业内部竞争的日趋激烈，

未来管理费率还有可能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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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TFGI，课题组整理

图表 17：美国及全球ETF资产规模及数量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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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四大趋势

（1）投资者依然青睐被动型产品

从2016年管理资产净流入的排名来看，美国资产管理市场中的被动型产品持续增长，被动型产

品在前十五大投资策略中占据了五个席位，具体包括海外大盘混合型、多元新兴市场、小盘混合

型、全球债券和中盘混合型。投资者的需求进一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主动型产品在吸引资金

流入方面表现得较为乏力。

以ETF市场为例，主动被动投资之间的界限将进一步模糊。美国资产管理市场只有占比8.23%

的ETF为主动管理型，剩下的91.76%的ETF均为被动管理型，同时主动型ETF资产总额占比不到

10%。目前许多机构更加注重两种投资策略之间的组合，比如一些ETF主要跟踪指数来进行资产分

配，但同时也投资美国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等，最终来看，跟踪商品指数的收益仍然在该基金的

总收益中占据主导地位。

（2）另类产品、特殊产品和解决方案增长潜力巨大

相比较于传统产品，这些产品更能有针对性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比如目标日期共同基金较

好地解决了投资者对于养老金储备的需求，而通胀保护债券则能够使得投资者获得更稳定的收

益。在过去十年中，目标日期共同基金资产总额增长5090 亿美元，2016年目标日期共同基金的净流

资料来源：HFR；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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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美国对冲基金的平均投资回报率vs标普500指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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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日期共同基金（Target Date Funds）投资于各种股票和固定收益投资中。当基金接近其目标日期时，基金逐渐重新分配其资产，从股票转向固定收益

投资。目标日期共同基金通常通过基金中的基金（FOF）进行投资，这意味其主要持有其他股票和债券共同基金份额。

入量为650亿美元，年底总资产为8870亿美元。投资者往往通过各种养老固定缴款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来投资此类基金。此外，2006年养老金保护法案通过后，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开始

采用目标日期基金作为DC计划的默认投资标的。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趋势是目标日期基金增长的重

要推动力。新罕布什尔大学2016年12月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白人人口正在呈加速下降趋势，且老

龄化问题严重。年长的投资者往往拥有较多的资金，过去十年中“婴儿潮（babyboom）”一代的

老龄化推动了债券基金的资金净流入。同时，年长的投资者往往风险偏好较低，这也使得其倾向

于投资固定收益产品。

（3）金融科技渗透资产管理行业，技术推动创新

一方面，一些顶尖的资产管理机构已经开始主动使用人工智能、数据可视化工具、机器学习

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同时也将大数据运用到资产管理中，这些技术的使用可以将关键流程进行

自动化和数字化，从而能够大幅节约运营成本，在行业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迫于竞

争压力，一些机构也开始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进行转型。随着对冲基金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资产

配置的难度不断加大，通过差异化策略获取超额收益变得越发困难。为了保持领先优势，部分对

冲基金开始在资料来源、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等方面应用领先的科技手段。目前，美国领先的对

冲基金如D.E. Shaw（肖氏基金）、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Corp.（文艺复兴科技）和Two Sigma等已经

成为将前沿的数据与分析技术应用于投资领域的先行者。2015年，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

基金建立起专门的人工智能团队，开始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基金的招聘、决策和绩效评价等日

常运营；在未来5年内，人工智能技术将逐步取代管理人员，接管桥水基金超过四分之三的日常工

作。

（4）智能投顾快速发展，传统资产管理与智能投顾融合趋势渐趋显露

智能投顾的核心优势在于费用低廉且投资门槛低。美国智能投顾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个人投资

者，投资工具的主要品种包括ETF和共同基金等。目前美国传统资产管理机构与智能投顾结合的混

合模式取得了领先优势，其管理资产规模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如Vanguard、

WealthFront等在智能投顾方面优势明显，同时，品牌声誉和客户资源在智能化时代依然能够产生强

大的推动力，传统资产管理机构，比如Vanguard相比WealthFront等纯智能投顾企业具有更低的获客

成本和更丰富的行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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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截止2016年底，中国（不含港

澳台地区）广义的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初步统计已经接近120万亿元的规模，主要类型的资产管理机

构包括银行、券商、基金、保险、期货等。

1、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主要经历四个阶段

尽管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时间相较于主要发达市场而言起步较晚，发

展时间较短；但是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财富迅速增加，以及积极、快速地学习发达市场经验等

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总体上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态势。迄今为

止，在发展历程中，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07年之前，资产管理行业以基金业为主导，受权益牛市影响较大。该时期内，

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对机构间利率和外币存贷款利率率先放开和浮动；本币存贷款利率方

面则先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并未放开居民存款利率浮动。

基础资产方面，作为标准化资产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均稳步发展；股票市场方面，股权分

置改革完成，完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财富效应”吸引较多普通投资者关注。债券市场方

面，规模虽然迅速扩大，但是信用债市场占比较小，依旧以机构间市场为主。

行业结构方面，资产管理类金融中介以公募基金公司为主，产品结构以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

合型基金为主（截止2007年12月底，股票型基金与偏股混合型基金规模之和约为2.59万亿，占基金

行业总体规模比为79.29%），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受权益牛市影响较大，2006至2007年间权益牛市带

动基金行业迅猛发展。

销售渠道方面，以银行分支机构、券商营业部为主；受益于资产管理产品供需较为失衡，权

益牛市时基金产品销售甚至需要摇号/抽签才可获得。

从投资者角度看，绝大部分普通投资者投资渠道有限，除了直接参与资本市场或基金投资之

外，只能被动接受存款利率。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该阶段中国经济和投资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之上，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

币大幅升值，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是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2006-2007年权益牛市重要的基

本面基础。

行业监管和顶层设计的角度看，对资产管理机构主要施行的是牌照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型的

基金产品也做了严格的规范和限制。该阶段金融中介创新不活跃。技术创新对该阶段资产管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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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影响不算显著。总体而言，该阶段内，资产管理行业在投融资体系中占比较小（2007年底，3.2万

亿基金行业规模VS约38万亿存款余额），功能发挥不明显；行业竞争充分程度不高；但权益类牛

市催生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

第二阶段：2008年至2012年前后，信托类业务快速扩张，推动资产管理行业在融资端功能

替代。该时期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利率浮动由贷款领域推进至存款领域。

基础资产方面，股票市场方面，受政策及财富效应等因素影响，此阶段内IPO企业数量相较于

此前有显著提高，同时2009年创业板正式开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等

工具被陆续推出；债券市场方面，信用债市场发展迅速，在债券存量之中占比快速提升。同时，

随着银行信贷业务对于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收紧，银行大量表内信贷资产具有出表需求，形成业

内所称的“非标”资产。

行业结构方面，资产管理各子行业在该阶段都逐渐兴起并发展。例如，受益于类信托业务的

快速扩张，银行理财和信托规模扩张较快；IPO财富效应催生大量PE基金入股拟上市公司等。

从产品结构看，具有刚兑性质的固收和类固收产品在该阶段发展较快，基金产品中股票及偏

股混合型基金资产净值占全部基金规模之比也显著下降（截止2012年12月，股票及偏股混合型产品

净值合计约为1.3万亿，基金净值为2.55万亿，占比约50.9%，较2007年八成左右大幅下降），行业发

展不再单纯受权益市场波动影响。

销售渠道方面，银行网店和券商营业部依旧是资产管理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但是诺亚等第

三方财富管理机构快速发展。

从投资者视角来看，投资者可选择的投资渠道被大大拓宽，银行理财产品及信托产品等类固

收产品因其刚性兑付的属性有较强的存款替代功能；受高“无风险利率”约束，公募基金规模在

这五年里基本可以说是止步不前，规模一直没有超过2007年。

宏观经济视角来看，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外需大幅减少，

四万亿等政策催生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大幅提升，地产和基建的融资需求较大。

监管视角看，该时期内主要还延续此前牌照管理的思路，但2012年下半年开始，监管开始主动

陆续打破不同类型牌照之间壁垒，此后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陆续获准介入类信托业务。

该阶段内，技术创新对推动支付类企业快速发展起了较大作用；虽然暂时没有对资产管理行

业起到直接作用，但是对后来快速冲击并主动影响资产管理行业埋下伏笔。总结而言，大量表外

融资需求的产生是推动该时期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的推动力，资产管理行业在金融行业中占比

迅速提升，其投融资功能也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发挥。但是，这部分以“影子银行”形式存在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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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行业业务模式中，大量使用了类资金池模式并具备刚性兑付属性，这一点可以说违背了资

产管理行业“信托”属性，也使得大量风险集中在金融中介之中，给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扭曲

和潜在的风险。

第三阶段：2013至2015年，“大资管”快速发展，技术创新主动影响资产管理行业。该时

期内，利率市场化进程接近完成；资产管理行业的快速扩张、在金融行业中占比的不断提升反过

来也有助于市场化利率的发现和形成。

基础资产方面，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均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新三板推出进一步丰富了

多层次资本市场；衍生品发展继续推进，国债期货再度重启。2013年起，“非标”资产投资开始陆

续受到限制，“非标”转“标”开始逐渐形成趋势，资产证券化成为该时期的重要手段。

行业结构方面，不同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蓬勃发展，机构数量也大大增加。截止2015年底，资

产管理行业总规模已近百万亿元（含通道）。受监管政策放宽影响，不同类型资产管理机构纷纷

“跨界”，行业竞争开始变得更为激烈，机构内部劳资关系有所变化（股权激励），不同机构之

间原有的竞合关系也开始有所改变。从产品结构来看，不同类型、策略、标的和“风险-收益”特

征的产品蓬勃发展，资产管理行业供给端从数量到质量均有显著提升。

销售渠道方面，技术创新开始主动快速冲击资产管理行业，2013年余额宝上线带动货币基金的

快速发展，使得不同类型资产管理机构看到互联网金融在销售渠道方面的巨大潜力。此后，互联

网金融在金融产品销售领域深度渗透，较大改变原有的银行网点/券商营业部模式。另外，在该阶

段里，银行资管和保险资管等机构委托人已经超越个人投资者成为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的主要委托

人，“普通投资者-银行理财-公募基金/券商资管产品”的链条出现并形成，机构销售在部分资产

管理机构重要性日渐凸显。

投资者视角来看，“大资管”时代极大丰富了可供选择的产品类型，金融脱媒速度被加快。

宏观经济视角看，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步入换挡期，“转型”和“调结构”成为了中国经济在

该时期的主线。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体系内资产预期回报率仍处在较高的

水平上。在货币政策不紧张的大背景下，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加剧，金融行业杠杆水平攀升。

从监管视角和顶层设计角度看，一方面，该时期资产管理行业朝着更为市场化的角度演进：

2012年底开始，不同资产管理行业牌照差异被逐渐降低，通过政策松绑的形式初步打破牌照垄断，

行业呈现出“大资管”式的蓬勃发展状态；不仅参与各类资产管理业务的机构数量增加，以各类

私募形式存在的行业主体也迅速提升；不同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之间的合作也更为紧密。另一方

面，行业迅速、蓬勃的发展的同时，分业监管的体系同日益融合的资产管理行业之间存在的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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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日益凸显，一些机制层面因素下默许的刚性兑付、资金池等资产管理模式也使得行业在“带

病”快速前行的过程中，加速积累了金融风险。2015年权益市场大波动是资产管理行业快速发展扩

张同监管体系不协调问题的一次集中体现。

技术创新角度来看，除了深度介入销售渠道领域外，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尝试“全产业

链”地涉足资产管理行业；以P2P为首的业务模式在该阶段快速发展，但是在资产管理端缺乏传统

金融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资产管理能力成为了部分互联网金融行业最大的短板。互联网金融的快

速发展不仅带动了传统的金融企业开始涉足互金领域，一些科技类企业也开始跨界涉足。总结而

言，该阶段资产管理行业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动能主要来自于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牌照垄断

的逐步打破释放了行业活力；互联网的深度介入则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交易成本，拓宽了各

类金融中介可能服务群体的深度和广度。但快速发展过程中风险因素的积累不容忽视。

第四阶段：2016年至今，以规范行业和防范风险为主线推动金融去杠杆，统一监管框架为资

产管理行业下一次腾飞奠定基础。该时期内，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已日渐具有

“系统重要性”。截止2017年上半年，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已约为120万亿

元（含通道），同期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存款类金融机构各类存款总数约为140万亿元；资产

管理行业已经成长为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金融行业内部运行机制的改变，全面影响了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

风险产生、积累和扩散方式，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国际经验上看，实体经济增速下

降过程中金融行业可能会持续以超出实体经济的增速增长，这种现象会在经济金融体系中积累较

大的风险。而资产管理行业中不合理的结构则会加剧此类风险。

监管层主动对资产管理行业中的不协调、不合理之处进行反思和整顿，统一监管框架，为行业

下一次腾飞奠定基础。

2、现阶段银行和保险在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中具有更大的市场

影响力

在行业发展过程中，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中供需关系的几度变化，带动中

国（不含港澳台地区）金融机构间竞合关系几度调整。当前，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

竞合关系主要还是以银行/保险为主导的、渠道/机构委托人占据更大话语权的关系结构；总体而

言，是普通投资者以银行理财/保费的形式进入到资产管理体系中，再由银行/保险将这部分资金委

托分配到其他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之中。

在这个关系网络中，银行理财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其是大多数类型的资产管理机构的最

主要的委托人。这主要是基于商业银行具备网点和渠道优势、品牌优势和一定的制度优势所带来

的，部分具有刚性兑付的银行理财产品更容易将散户资金吸纳到银行体系之中去。银行在占据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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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话语权之后，也更容易驱使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围绕着商业银行业务需要去转：例如在资

产管理行业中占据较大比重的通道业务，很大一部分就是商业银行将部分不符合监管规定和指标

的资产连带资金分配到其他类型资产管理机构的业务。

3、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继续发展存在改进空间

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规模已经超过百万亿元，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来

一些问题，继续发展存在改进空间。

一是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产品类型中，净值型产品占比有限，预期收益型

产品占据主流，部分预期收益型产品具有“刚性兑付”的特征。当前，中国净值化的产品主要集

中在基金（公私募）行业，这部分规模从统计上看不超过20万亿元；如果考虑其他机构所发行的净

值化的产品，其总规模很可能不超过30万亿元，在整个接近120万亿元的资产管理市场上占比约为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结构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二是部分资产管理产品具有较强的“影子银行”特性。在现有的资产管理业务模式影响下，

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现有的部分资产管理产品具有较强的“融资需求驱动”属性，银行将信

贷资金通过资产管理业务的形式放出，以完成实质上的“影子银行”信贷链条。

三是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在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快速发展，也因无序扩张引发出了一

些问题和乱象，一些并不具有实际金融资质和运营能力的互联网金融或普惠金融企业也在行业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入到行业中来，引发了资产管理行业中一些风险事件和乱象。

4、加强监管、完善顶层设计是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未来一段时间内
的主基调

2017年11月17日，中国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险会和外汇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

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可以看作是各监管机构在经过充分酝酿摸底之后，

对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进行的顶层设计再梳理所发布的纲领性文件。

文件的核心内容在于缕清资产管理行业的内涵和外延，规范行业发展的业务模式，对影子银

行、资金池、刚性兑付等现象进行统一的清理；防范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推动行业进一步良性发展。《指导意见》所涉及的更多是框架性的原则内容，有关行业规范和整

理的细节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陆续落地。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未来一段时间

内的主基调，将会是加强监管、完善顶层设计。

未来，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趋势大致包含如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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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资产管理行业内部结构再调整，以银行理财为核心的资产管理行业关系结构或发生改

变。此次资产管理行业新规，重点针对了具有刚性兑付和资金池特性的预期收益型产品；而眼

下，银行理财产品多数属于此种类型。在该种产品受到限制之后，银行理财产品相较于其他类型

的资产管理产品的机制优势将逐步弱化，银行理财作为其他资产管理机构的委托人的行业结构关

系或发生调整和改变。

第二，行业进一步对外开放，降低壁垒、引入竞争。2017年11月10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

耀表示，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

例限制放宽到51%，三年后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

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限制；三年后

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到51%，五年后投

资比例不受限制。此举表明中国对资产管理行业持进一步开放的态度，也寄希望于在竞争中提升

本国资产管理行业竞争力。

第三，“非标转标”趋势持续，资产证券化业务快速发展推动标准化资产占比继续提升。眼

下，非标准化资产在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基础资产中占据较大比例比重；但是从监管思路和

《指导意见》中体现的原则上看，未来资产管理行业投资非标准化资产将越来越受到限制，“非

标转标”将是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资产证券化业务在近两年的迅速发展也佐证了这一趋势。

（三）中国香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近年来，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

达到18.3万亿港元，较2015年上升了5.2%，再创历史新高。同时从事资产管理的机构和人员也不断

增加，截至2016年底，获发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即第9类受规管活动）的公司数量达到1300家，

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个人数目也从2015年的8572名上升至9543名。沪港通、深港通方面，截至2017

年10月31日，港股通三年以来累计成交33270亿港元，港股市场实现资金净流入6375亿港元，内地投

资者利用港股通投资港股的持股金额达8088亿港元，比2016年增长了一倍多。北向的沪股通和深股

通成交也日渐活跃，截至2017年10月31日，沪股通和深股通累计成交40550亿元，内地股票市场实现

资金净流入3263亿元，同时香港和海外投资者合计持有沪市股票3103亿元，深市股票1814亿元。

2017年7月3日，债券通的“北向通”正式开通，首日共有19家报价机构、70家境外机构达成142笔、

人民币70.48亿元交易。截至2017年9月末，共有184家境外机构接入债券通，境外机构持有的境内人

民币债券余额也从6月底的8425亿元增加至10610亿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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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证监会，课题组整理

图表 20：9号牌持牌机构数目（单位：家）

来源：香港证监会，课题组整理

图表 19：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单位：十亿港元）

1、香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强劲

香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强劲，截至2016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达到18.3万亿港

元，较2015年上升了5.2%，五年累计增长了45.3%。同时从事资产管理的法团和人员数目不断增

加，截至2016年底，获发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即第9类受规管活动）的法团数目，从2015年的1135

家上升14.5%至1300家，获发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个人数目也从2015年的8572名上升至954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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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管理业务活动性质与市场参与者角度看，持牌法团仍然是香港基金管理业务的主要参

与者。2016年底持牌法团、注册机构及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同比上升4.6%至128240亿港元；注

册机构的私人银行业务仍然保持增长态势，资产管理规模为40590亿港元，较2015年增长了10.7%；

持牌法团的基金顾问业务资产管理规模变化不大，为11990亿港元。

从投资者角度看，海外投资者持续成为香港资产管理业务的主要资金来源。源自海外投资者

的资金从2015年的117800亿港元增长了1.8%，2016年达到119960亿港元，占基金管理业务的66.3%。

从资产管理业务投资产品看，2016年在香港管理的资产中，基金经理仍然集中投资于股票市场，投

资于股票资产额占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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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证监会，课题组整理

图表 21：资产管理业务——按管理地区划分（单位：%，十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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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证监会，课题组整理

图表 23：资产管理业务——按资金来源划分（单位：%，十亿港元）

来源：香港证监会，课题组整理

图表 22：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单位：十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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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搭建互联互通机制

（1）沪港通、深港通

沪港通、深港通形成的互联互通，共同搭建起一个总市值70万亿元的庞大市场，为内地和海

外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多选择。对整个互联互通机制进行观察，在深港通正式启动之

前，北向交易的日均成交总额在2015年6月超过110亿元，创下当时的最高纪录。其后半年时间内成

交额一直处于缓慢下降趋势，之后成交量总额一直在低位20-40亿元区间震荡，并且北向交易的日

均成交额占内地A股市场日均成交额的比例基本维持在1%—2%之间，变动幅度较小。这种情况一

直延续到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启动，随着深港通的启动，北向交易日均成交额开始突破40亿

元，成交总额基本保持增长态势，2017年10月北向交易日均成交总额首次超过2015年6月创下的最高

纪录，并且2017年11月再次创下新高，成交总额超过了160亿元，占内地A股市场日均成交额的比例

超过了5%。再看南向交易，2015年4月成交总额首次超过120亿港元，创下最高纪录之后，直到2017

年11月才再次超过120亿港元，达到150亿港元的高位。虽然在这期间南向交易的成交量涨跌互现，

但是南向交易日均成交总额在联交所主板市场总成交额中的占比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从2014年

11月占主板日均成交额的1.1%上升至2017年11月的12.8%。截至2017年11月底沪股通及深股通共实现

资金净流入3367亿元，近一年内实现资金净流入1992亿元；南向交易共实现资金净流入6892亿元，

近一年内实现资金净流入327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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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证监会，课题组整理

图表 24：在香港管理的资产——按投资资产类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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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者角度看，全球投资者北向买卖以及持有的股票主要为上证180指数成份股，2014年在

互联互通总北向交易金额中占比94%，总北向持股金额占比达96%。在深港通方面，全球投资者北

向买卖以及持有的股票主要是深证成分股指数。在南向交易的港股通中，内地投资者在沪港通下

的港股通交易及持金额主要以恒生综合型中型股指数成份股为主，不过在2016年期间，主要以恒生

综合型大型股指数成份股为主，交易金额占比55%，持股金额占比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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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课题组整理

注：自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之日起计深港通数据由2016年12月5日起计，数据截至2017年11月24日

图表 25：互联互通日均买卖成交额——北向及南向交易
北向交易

（b）南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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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券通

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过去五年，中国债券

市场以每年21%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2017年5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及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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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交易所，课题组整理

图表 26：互联互通北向及南向交易金额及持股金额

注：自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开通之日起计深港通数据由2016年12月5日起计，因四舍五入关系，百分比总和或不等于100%



公告，宣布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的“债券通”正式启动，债券通初期先实施“北向通”。2017年7

月3日，债券通“北向通”正式开通，当天交易金额超过70亿元。开通三个月内，共有184家境外机

构接入债券通，境外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债券余额较开通前的8425亿元大幅增加至10610亿元。

债券通的创新性具体体现在交易前的市场准入环节、交易中的价格发现与信息沟通环节，以及交

易后的托管结算环节，实现了以更低的制度成本、更高的市场效率，将国际惯例与中国债市有效

对接，更适合国际投资者的交易业务习惯，在不改变业务习惯、有效遵守内地市场法规制度的前

提下，以便捷的“一点接入”全球债券市场。债券通可以提高跨境资本投资的流动效率，提升内

地市场的国际化水平。通过债券通，香港可以成为境外投资者进入内地债市的便利化窗口，将进

一步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和资金进出内地的

中介功能。

3、香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三大趋势

（1）香港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应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

金融科技已发展成一个蓬勃的行业。金融科技带动全球金融服务不断创新，正在改变营商模

式及用户对支付与金融服务的期望。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了金融科技促进办公室(FFO)，以促进香

港金融科技业的稳健发展，并推动香港成为亚洲区的金融科技枢纽。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16年

9月正式推出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让银行以及其他科技公司在无需完全符合金管局监管规定的环境

下，邀请有限数目的客户参与金融科技项目的试行。截至2017年10月31日，共有9间银行的25项新科

技产品使用沙盒进行试行。其中11项产品试行已完成，有关产品也在随后推出。香港市场正在应用

金融科技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金融科技可以让基金分销商能够有效地向本地及海外的客

户推广产品，同时透过主要业务自动化及处理大量资讯提升资产管理公司的内部效益。

（2）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推出预设投资策略DIS（“懒人基金”），费用低廉，导致香港市场

多只基金降低管理费用

《2015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修例草案》于2016年5月获得通过。根据该草案，强积金

计划引入预设投资策略，俗称“懒人基金”，主要包含两个成分基金：核心累积基金与65岁后基

金。计划成员在18-49岁期间所累积的强积金将全部投资于核心累积基金，从计划成员50岁开始，

其强积金资产就会逐步由核心累积基金转移到65岁后基金。这两只基金都是采用的环球分散的投资

方式，来降低相关投资风险，并且都设有法定收费上限，其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基金每年资产值的

0.75%，费用价格低廉。“懒人基金”其低廉的管理收费，导致香港基金市场上已经有多达40个基

金宣布减收管理费用，占市场所有基金的十分之一。

（3）香港资产管理市场引入开放式基金型公司、促进基金投资多样化发展

近年来，香港的基金管理业务迎来快速发展，其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在2016年底再创新高，

亚太部分国家和地区 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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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加坡金管局，课题组整理

图表 27：新加坡资产管理总规模

达到18.3万亿港元。截至2017年上半年，获证监会认可的基金超过2200个，较三年前上升了12%，其

中在香港注册的基金增加约50%至745个，反映出未来香港基金业强劲的发展潜力。2016年6月香港

资产管理市场确立了开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法律框架，让投资基金在单位信托形式之外，可以公司

的形式设立，让全球基金经理在投资基金的合法形式上拥有更多选择。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是一种

灵活的投资工具，为香港基金业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方式，使香港的基金平台更加多元化，更能够

与世界发展趋势和市场接轨，进一步促进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四）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1、新加坡资产管理总规模保持较快增长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在充分利用其港口城市区位、熟悉亚太地区情况、了解发达金

融市场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向国际性资产管理中心迈进。新加坡实施“金融立国”的国家发展

战略，积极发展美元离岸市场，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美元离岸市场，确立了其在全球资产管理

版图上的独特地位。

新加坡作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近十年来其资产管理总规模一直保持较快增长。2013年，新加

坡金融机构管理资产规模已达1.82万亿新元，仅居瑞士之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的《2016年新

加坡资产管理调查报告》最新数据显示：由于资金净流入和整体市值增长，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

在2016年增长7％，达到2.7万亿新元。其中，另类资产规模的增幅为17％，主要由房地产、私募基

金、对冲基金和创投资本等推动，而传统资产规模仅增3％。

亚太部分国家和地区 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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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趋势和三大特征

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稳步发展，另类投资及私募市场逐渐扩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

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新加坡资产管理规模以15%的复合年均增长率稳步上升。截至2016年底，新加

坡资产管理规模（AUM）达到2.7万亿新元，其中可自由支配的资产管理规模占比53%；随着新加

坡资产管理市场的发展，其登记注册获得牌照的资产管理机构于2016年底达到660家。

新加坡资产管理市场体现出三大特征。一是基金资金净流入从2014年起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2016年缩减为1160亿新元，其中以房地产、私募股权以及风险投资管理者为核心的私募市场通过对

新投资机会的挖掘为新加坡引入了大量资本（资产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7%），而传统基金管理人带

来的资金流入相对较少（资产管理规模同比增长3%）。二是近几年新加坡管理的资产中约80%都来

自于境外，亚太地区资金占据新加坡资产管理总规模的55%，其次是来自欧美地区的资金，共占资

产管理总规模的36%。三是近几年资产管理投资资产类别以股权和债券为主，同时另类投资占比逐

年上升。这从侧面反映出投资者对非流动的长期资产（如私募股权、房地产、基层建设等）偏好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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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课题组整理

图表 28：新加坡资产管理资金投向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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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三大驱动力

在新加坡政府主导的发展计划中，资产管理行业被定为潜在增长行业，并被视为帮助新加坡

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一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甚至还允许其一部分基金由私人基

金经理管理。

（1）与传统银行发展贡献互补

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成为新加坡传统银行利润的增强重要因素。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统计，新加坡2017年第一季度银行利润的回升有15%-30%来自于新加坡财富管理的费用收

入。与此同时，在新加坡国际性银行资产管理规模增长缓慢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况下，2016年新加坡

地方性银行的资产管理规模大幅增加，也为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金土壤。

（2）税收激励政策+地理位置优势

首先，新加坡政府为资产管理公司提供了税收豁免的可能。在其FSI-FM（Financial Sector 

Initiative-Fund Management Award）制度下，满足条件的管理人能在基金管理及推广过程中最低享受

10%的公司营业税，同时新加坡的离岸/在岸基金制度也为符合条件的基金经理豁免了部分收入的

税收。较低的税率将提高新加坡对外资的吸引力。其次，新加坡时区处于纽约与伦敦之间，其金融

交易能对伦敦、纽约的金融交易时段进行补充，同时新加坡地处黄金水道咽喉，国际资金、信息在

此中转，金融融资便利。因此新加坡实为亚洲机构投资者进行全球投资、全球投资者进入亚太地区

投资的重要区域枢纽。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相信亚太地区的协同发展将激发

出新加坡更高的资产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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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监管理念及监管体系

监管理念由“法无许可则为禁止”转变为在“审慎的基础上放松监管”，即由合规性监管转

向风险监管，监管体制由“分业监管”向“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转变。作为政府金融管理

部门，MAS设定科学合理、严格有效的金融业发展基本规则，督促各被监管对象严格执行规则，

维持公平、公正、公开的金融业竞争秩序，有效防范金融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自2012年来，新加

坡金融监管局不断出台监管法规，提高资本和风险管理要求，提升行业准入门槛。未来行业监管

将积极配合亚太地区发展，借鉴国外监管经验（如英国的监管沙盒），推广国内成功监管模式，

形成完整统一的监管体系，实现国内外资产管理行业接轨，降低跨国资产管理壁垒。

4、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两大趋势

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应注重加强海内外资产业务交流与合作。新加坡所管理的资产77%来源于

海外，服务国际投资者是其资产管理行业的重要业务内容，加强国内外分支机构联系，改善财富

管理运营环境，巩固并吸引国际投资者，对于维持新加坡在亚洲的金融中心地位有重要战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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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新加坡税收条例

来源：新加坡各年度财政预算案，新加坡所得税法，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课题组整理

相关政策 主要内容简介

单位信托计划（DUT） 符合要求的单位信托收入不视为法定收入，无需缴税；个人投资于零售信托基金所
获分红免税。

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如果将当年90%的应税收入进行分红，可减免个人投资者分红
收入的税收。

对于资金不少于5000万新元的投资放宽投资税收豁免的限制，如放宽投资主体中居
民投资者所占比例限制至100%。

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人从指定投资(“designed investments”）中获得的指定收入
(“designed income”)可享受收入税收豁免。

2002年调整前，规定从特定渠道获得的收入及佣金可享受10%的特许税率；2002年放
宽外国投资税收豁免限制，国外投资者投资于所有新加坡境内基金公司所获收入均
免税；2009年规定新加坡境内获得认可的基金发生的费用可部分抵扣进项商品和劳
务税；2014年符合规定的基金所获收入可豁免税收。

符合条件的新加坡基金管理人管理、宣传基金的费用收入以10%的纳税率缴纳税额
（一般公司所得税为17%）。

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税收优惠政策

许可基金管理人计划
(Approved Fund Managers)及其延伸

特级基金奖励计划(Enhanced-TierFund 
Management Scheme)

新加坡在岸基金计划
Singapore Resident Fund Scheme

离岸基金税收豁免计划
Offshore Fund Scheme

金融激励-基金管理奖励机制
Financial Sector Initiative – Fund Management 
Award (FSI – FM)

在岸基金税收豁免计划
Onshore (Singapore ResidentCompany) Fund 
Tax ExemptionScheme



亚太部分国家和地区 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情况

义。未来，新加坡资产管理行业应加强与以香港为代表的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联系，特别是发

展外部资产管理经理模式，吸引各国资产管理公司来新建立外部资产管理办公室 。

金融科技应用于资产管理行业，在客户需求发展趋向多样化的背景下已成必然趋势。未来，

新加坡应加强与各国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技术突破，更好地

为客户提供多样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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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科技助力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换代升级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发展革新，科技成果逐渐向

资产管理领域渗透融合。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务模式等受到科技创新的影响，开始借

助新的技术手段对其运作加以支持与优化，金融科技（FinTech）也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资产管

理行业关注的重要课题。根据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官方定义，金融科技是指技术推动和创造的一

切金融服务中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应用、新的流程和新的产品。当前，金融科技的范畴涵盖支付

结算、投资理财、线上交易、信贷、融资、后台支持和规范监管6大板块，涉及互联网、通信、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多项技术，对银行、支付、保险、投资、财富管理等资产管理子行业均产生了

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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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课题组整理

图表 30：金融科技助力资产管理行业换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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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发展日益推动资产管理行业换代升级，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已经开展相关实践，将

金融科技应用于资产管理产业链的多个环节。从纵向视角看，亚太地区将引领金融科技对资产管

理行业的重塑朝着3.0阶段加速迈进；投资端的资产管理将成为受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而基于金

融科技的精准产品销售和重构用户体验，将成为资产管理产品开发及销售业务线条未来发展方

向。从横向视角看，亚太地区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且亚太地区金融科技的

被接纳程度远高于全球其他地区，为金融科技重塑资产管理行业奠定了扎实基础。此外，亚太地

区不同国家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处于不同阶段，呈现明显的多样性。从监管角度看，

金融科技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改变了行业风险特征，对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提出了新的要

求。虽然亚太地区对金融科技重塑后的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已经有一系列实践探索，但仍滞后于

行业发展，且各国行业监管标准不一，不利于互联互通，未来任重道远。

（一）纵向视角：金融科技正在渐进式重塑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

1、从技术发展角度看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

从技术发展推动资产管理行业变革的角度看，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主要分为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信息技术与金融相结合，用以压缩运营成本、提高资产管理服务效率的1.0阶段。

该阶段下IT部门是资产管理服务中的成本部门，并未对资产管理行业产生革命性的变革。如银行机

构中讨论的信贷系统、清算系统就是这个阶段的代表。

第二阶段是科技与金融结合更加紧密，利用信息技术搜集海量用户信息，实现资产管理业务

中的资产、交易、支付、资金端的任意组合、互联互通的2.0阶段。这一阶段技术已经开始对资产

管理服务产生革命性的变革，最具代表性的业务是互联网基金销售、P2P网络借贷等。

第三个阶段是3.0阶段，互联网已经不再是金融科技的核心和动力，诸如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开始重塑传统资产管理行业的信息采集、风险定价、投资决策和信

用中介角色等核心领域，大幅提升传统资产管理效率和“颠覆式”的创新传统资产管理的业务模

式，诸如智能投顾、大数据征信、供应链金融等。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大批失业的金融人才投身于金融科技浪潮中，加速推动金融科技对资

产管理行业的重塑向3.0阶段迈进。但由于3.0阶段涉及的技术更复杂，并触及资产管理行业的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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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核心功能。因此，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全球各国资产管理行业在金融科技影响下的升级

仍将处于3.0阶段或向3.0阶段的迈进过程中。由于亚太地区在这一领域实践较早、发展较快且金融

科技接纳程度较高（相见本章第二节），将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这一进程。

2、从业务运作角度看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

金融科技的介入也改变了传统资产管理行业的业务运作模式，其对各业务线条“破坏性”的

渗透与创新重塑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大趋势。

总览资产管理业务，大致可分为两条业务支线：一是投资管理业务线条，基本流程为“投资

研究—投资交易—投后管理及风险控制”；二是产品开发及销售业务线条，一般遵循“投资者教

育—投资者需求分析—产品开发—产品推广—销售数据及反馈处理”的基本运营流程。

从投资管理业务条线看，金融科技是提高人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更

有效工具。人工智能、大数据存储及云计算等技术能通过扫描、归集各类市场信息，并将其与经

济学理论模型结合，推演计算出未来市场可能的变化趋势，制定投资策略并优化组合资产配置。

业内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开始使用内存交易和算法交易结合的交易系统，提升交易报价速

度，甚至采用“co-location”部署实现高频交易。业绩归因和风险管理一直以来都对数据量化分

析有较高要求，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IT技术的应用为组合风险敞口分析、市场实时盯盘、组合

回撤情况等投后管理工作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手段。可以预见，在这一场金融科技崛起的浪潮中，

投资端的资产管理将成为受影响最为深远的领域。

从产品开发及销售业务条线看，金融科技是简化资产管理服务流程、开放投资平台、推进普

惠金融的有力支持。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发展，资产管理产品的销售从传统的线下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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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资产管理业务两条业务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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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科技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第三方支付额已达11.4万亿美元，是2010年74倍，其中移

动端占比高达75%。互联网借贷规模达1560亿美元，是2010年的36倍。金融科技及其推动的业务在

短短6年内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一方面，相比美国、日本等传统金融强国，中国目前已经建立起更

为完整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覆盖支付端、融资端和投资端，主要参与者包括传统金融部门和其

他拥有业务闭环生态系统的互联网金融巨头。另一方面，中国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相比欧美

市场仍存在一定差距，可以预计未来在金融科技的助推下，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将迎来更快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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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金融科技通过客户数据跟踪运行实现优化闭环

逐渐向线上服务转型，投资门槛大大降低。传统商业银行、证券、保险以及独立销售机构等通过

互联网平台对投资者风险偏好与风险承受水平进行调查，综合多维数据为投资者“画像”，有针

对性地对不同风险等级的金融产品进行精准推广营销，甚至进行个性化产品定制。同时将产品管

理人信息、投资交易情况等公开透明化，有助于广大投资者认清自身投资偏好的同时，增加对不

同类型投资品种的认识与了解。在客户数据维护、数据分析及动态管理等板块，金融科技则能通

过客户数据跟踪运营实现“客户数据分析—产品设计改进—产品推广—客户数据更新”的优化闭

环。可以预见，基于金融科技的精准产品销售和重构用户体验，将成为资产管理产品开发及销售

条线未来发展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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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当前及未来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由于金融科技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不断渗透，IT为资产管理行业带来自动化、低成

本运营模式的同时，也在逐渐改变整个行业格局。科技企业与互联网企业申请金融牌照，资产管

理机构搭建科技平台完善布局，以及IT企业与资产管理机构合作并进，成为中国金融科技助推资产

管理行业发展的三种主要模式，并在逐渐形成“数字化人工智能+金融资产管理创新”的良好生态

系统。

其次，金融科技推动的无现金支付和移动支付成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进行产品推广的特色渠

道，并反向作用于资产管理机构。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支付宝、财付通等线上支付龙头积累了

庞大的客户群体，上述平台不仅对中国资产管理产品的推广销售、交易格局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还通过与传统资产管理机构合作推出带有自身平台特色的创新理财产品，比如支付宝平台余额

宝，这些对传统资产管理机构的业务结构、产品线布局都产生了变革性影响。

最后，尽管中国智能投顾技术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其在降低投资门槛，透明化投资信

息以及落实普惠金融方面发挥了显著推动作用。中小投资者在新的资产管理产品推广渠道以及线

上智能投顾信息的协同影响下，更容易对资产管理产品背后的投资策略、收益来源、风险控制等

情况进行有效信息获取。信息不对称、对资产管理人信任程度低等老问题将得到改善。这对中国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推进起到了正向催化作用，也是未来中国财富管理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二）横向视角：发掘金融科技给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带来的合作新机遇

1、合作基础：整体发展良好，个体比较优势明显

亚太地区是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为金融科技重塑资产管理行业提供了良

好的环境。首先，具有雄厚金融基础和强大科技优势的美国是金融科技起步最早的国家，早在上

世纪80年代，华尔街就开始使用FinTech一词，2003年，美国American Banker已开始公布全球“Fin-

Tech100”榜单。其次，得益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撑，亚太地区也是近年来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最为

迅猛的地区，加入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联盟的44个城市中，亚太地区有16个，仅次于欧洲。尤其中国

金融科技强势崛起，在2016 FinTech100榜单前10名中，中国企业占据5席。整体上看，亚太地区各国

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已经步入2.0，甚至3.0阶段，逐渐引领全球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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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不同国家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处于不同阶段，且发展具有多样性，比较

优势明显。金融科技助推资产管理行业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是手段，金融是基础，政策人才支

持和监管环境是保障，资产管理新产品和新业态的出现、资产管理服务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客户

接纳和满意是最终的目的。因此，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政策支持、监管情况（见图表38）、金

融科技应用、金融科技接纳程度六个维度对部分亚太地区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情况进行对比，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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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onnecting Global FinTech: Interim Hub Review 2017，课题组整理

图表 33： 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联盟成员分布

来源：安永2017年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Connecting Global FinTech: Interim Hub Review 2017；课题组整理

图表 34：全球部分国家金融科技应用和接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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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7；IMF Working Paper，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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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5：全球部分国家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情况 

 受制于数据限制，金融科技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应用以金融科技风险投资额表示，虽然这一指标并不是唯一因素，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金融科技

转化为资产管理领域实际应用的情况。而金融科技接纳程度以安永发布的金融科技采纳率指数作为衡量标准。

  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科技创新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7为衡量指标。金融发展情况以2016年IMF以金融深度、金融可达性、金融效

率为基础计算的综合评价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数为衡量指标。

来源：课题组根据公开资料整理；《FinTech2.0 金融科技颠覆金融业的游戏规则》，课题组整理

图表 36：全球部分国家金融科技支持情况（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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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研究发现，亚太各国金融科技在自身发展和重塑资产管理行业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

比较优势。

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金融科技在资产管理领域应用活跃，客户对基于金融科技的资产管理新

产品和新服务接受度高。这主要得益于网络全覆盖、智能手机普及和传统银行体系营造的安全且

完备的线下支付基础，移动支付等在银行、企业、商户的互联互通中给客户带来了便捷支付体验

的同时，也提升了客户对于其他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的接受度。支付宝2016年全民账单显示，4.5亿

实名用户使用了支付宝，支付宝花呗服务支付笔数超过32亿笔。截至2017年6月余额宝规模已达1.43

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货币基金。2016年中国金融科技创新投资额和接纳指数独冠全球，中

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规模的金融科技应用中心。但受制于技术，自主研发能力相对较弱，中国科

技创新步伐有待加快，如资产管理领域的智能投顾等产品推出刚刚起步，且金融科技监管稍显被

动。目前看，中国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仍未步入3.0阶段。

美国具有金融科技发展的技术优势，强大的技术支撑下，很多创新产品均源于美国。美国也

是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重塑最早进入3.0阶段的国家。如FinTech个人资产管理首先在美国出

现，上世纪80年代美国Intuit即推出了个人金融管理工具Quicken，FinTech机器人投顾也首先在美国

创设。美国财产保险首先引入通信信息工程保险技术等。但美国的金融科技监管起步较晚，2017年

才发布金融科技监管框架，作为金融科技的“发源国”，显然监管已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另外，

由于其以移动POS机为基础的信用卡支付体系发达且成熟，移动支付等给用户带来的体验改善有

限，未能在最可能广泛使用和最容易培养用户习惯的移动支付领域取得突破，使得美国基于金融

科技的资产管理新产品和新服务向用户的推广难度较大。因此，其金融科技接纳程度和金融科技

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创新应用仍有待提高。

新加坡作为传统金融中心，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本身具备一定基础，加之政府支

持态度明确，监管探索积极，后发优势明显。日本等部分国家此前的银行法采用正面表列规定，

使得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重塑受到限制，但近年来相继对法律法规进行修订，未来金融科技

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或将提速。金砖国家中的印度和其他情况类似国家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

业的重塑仍旧相对滞后，但其金融科技接纳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也有一定发展空间。

2、合作方向：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升级

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重塑势不可挡，尤其在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金融科技发展的良

好基础，且不同国家在实践探索中确立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加之金融科技对于资产管理行业重塑

也处于不同阶段，未来优势互补，共同推动行业升级成为亚太各国资产管理领域合作的重要内

容。其中，沿比较优势方向，实现金融科技技术、产品转移及本土化为合作的核心和重点。通过

直接收购、合资或加强战略合作和直接投资实现金融科技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多方共赢为合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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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式。在过去几年中，也有不少此类合作的成功案例，如华泰证券通过收购AssetMark，吸收并

购对象新技术提升服务效率等。可以预见，金融科技将成为未来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融合发展

的重要催化剂。

以金融科技为纽带的资产管理合作，主要集中在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较少，如“一带一路”沿线和部分金砖国家的金融科技接纳率远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但这部分国家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领域的重塑却处于1.0阶段初期或中期，伴随着数

字普惠成为资产管理领域重要内容之一，发展中国家金融科技在资产管理领域应用空间巨大。考

虑到中国、新加坡等金融科技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具备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

（地区）合作、共同推动区域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实力，因此，基于金融科技的资产管理领域合

作或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未来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监管视角：金融科技给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监管带来新挑战

1、金融科技重塑后的资产管理行业风险呈现新特征

科技创新通过去金融中介化、金融功能分解、大数据与算法、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等对资产

管理行业进行了全方位重塑，行业风险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风险更为多元化：除原有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外，金融科技的加入使资产

管理行业又增添了信息安全风险、硬件软件故障风险等诸多风险。如大数据在资产管理领域的应

用为黑客对资产管理机构进行数据入侵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维持量化交易的软硬件设备突然故

障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又如智能投顾软件参数设置失误给客户带来潜在损失的可能性将增

大等。

风险更为隐蔽：由于金融科技应用的复杂技术和算法可能是无法显现的，如程序化交易的某

个参数设置错误，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又如众筹早期公司风险，对于投资者而言较难识别。另

外，金融科技使资产管理机构跨境经营和服务增多，如支付宝支付已经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风险较难由一国监管体系识别。

风险传染性更强：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一个方面，是进一步推动了资产管理各行业

的跨界融合。各个子行业关联度提高的同时，也增加了新的风险传染路径。此外，金融工具的迅

速迭代、高频交易等在升级了利润获取可能性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传染效应。如美国4.23股市暴

跌，正是源于大量基于高频交易的对冲基金策略识别到美联社Twitter出现的“白宫遭遇袭击”假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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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课题组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表 37：部分国家金融科技监管情况

2、配套的监管探索相对滞后

除了新的风险特征外，FinTech快速发展即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是为了一定程度上规避

危机后日趋严格的监管。因此，此前的资产管理行业监管体系显然无法满足金融科技重塑后的行

业监管。为此，各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为两种方式：一种为主动监管，监管

重点在金融科技本身，即将金融科技所涉及的业务视作一个新的被监管对象；另一种为限制性监

管，监管的重点仍旧在业务实现的功能上，即把金融科技涉及的资产管理业务按照功能纳入现有

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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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情况看，亚太地区对金融科技重塑后的资产管理行业监管探索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一是监管探索起步相对较晚。对金融科技监管的关注和重视主要在最近两年才开始，

而此时距金融科技最早应用于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已有20余年时间。二是与行业创新相比，监管

创新不足。诸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大多数技术应用于资产管理领域最早都发生在亚太地区，但

创新性的监管沙盒却最早由英国提出。英国通过立法、“项目革新”和“监管沙盒”探索，已经

形成了全球领先的、精细化的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在金融科技监管上保持了独特的竞争力，与之

相比，亚太地区各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三是目前亚太地区各国监管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和标

准，不利于以金融科技为纽带的资产管理业务互联互通。

3、监管合作与沙箱是未来发展趋势

伴随着金融科技蓬勃发展并促进亚太地区资产管理行业加速融合，未来监管或将朝着下述方

向发展：一是加强监管合作，建立亚太地区金融科技和资产管理监管合作组织。二是制定亚太地

区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的监管标准。三是进一步完善“监管沙箱”，为金融创新产品提供安全的

测试环境，重塑监管者定位。四是加强科技创新在资产管理机构、产品和服务监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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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亚太资产管理行业跨境业务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以及活跃的跨境并购活动，需要亚太资产管

理行业提供资金和跨境金融服务。亚太地区聚集的国际金融中心、区域内企业和机构旺盛的投融

资需求，为亚太资产管理机构在“一带一路”开展跨境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带一路”

背景下，亚太资产管理机构开展跨境业务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路径选择上，以东南亚和

中东欧国家（地区）为布局起点；二是在业务模式上，发展外汇类、利率类期货交易市场，对冲

价格波动风险和搭建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发展国际并购业务，协助企业“走出去”和“引进

来”。

（一）“一带一路”倡议为亚太资产管理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多样性强，发展阶段差异性、互补性明显。各国在基础

设施建设，能源、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船舶等其他机械设备制造，文化旅游，农业与商贸物

流等多个领域合作需求强烈，将为亚太资产管理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机遇一：“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巨大融资需求

以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优先领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包括中亚、南亚、西亚、东南

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及地区，这些地区总人口合计约46.07亿，经济总量约22.5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

球的62%和30% ，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及

城市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愈发旺盛。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目前区域内多数国

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必须进行建设和改造，否则将

极大地制约区域贸易的发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专家评估，基础设施差的国家比基础设施中等水

平国家的贸易额减少1/3。

2017年－2020年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庞大。根据本课题组分析测算，2017年到2020年间“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累计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将达到5.2万亿到7.3万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为1.3万

亿到1.8万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累计基础设施投资总

额为2.6万亿到3.6万亿美元，年平均投资额为6486亿到90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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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17，课题整理

图表 38：2017年—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GDP预测（单位：十亿美元）

注：在综合比较IMF 全球经济展望统计数据中的“国家和地区”分组情况后，选择了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欧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独联体国家，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分组，四个分组之和大概能囊括“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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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MF，课题组整理

注：1994年,世界银行相关报告中提出了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而中国和印度已分别于2005年和

2007年把基建费用占GDP比重提高到7%。但是目前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投资比例远低于中国。因此

按照5%、6%和7%低中高三个方案进行测算。

图表 39：2016年—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基建资金需求（单位：十亿美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以新增需求为主，能源（电力）部门是

主要的资金需求方。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0年到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平均每年需要

79917亿美元，其中新增需求54189亿美元，占比67.81%。能源（电力）部门的资金需求为40886亿美

元，占总需求的51.16%；交通部门资金需求为24661亿美元，占总需求的30.86%，其中以公路部门建

设为主，占总需求的29.29%；通信部门的资金需求为10557亿元，占总需求的13.21%；水和卫生部门

资金需求为3813亿美元，占总需求的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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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MF，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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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2016年-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不含中国）基建资金需求（单位：十亿美元）

注：1994年,世界银行相关报告中提出了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而中国和印度已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把基建费用占GDP比重提

高到7%。但是目前东南亚、中亚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投资比例远低于中国。因此按照5%、6%和7%低中高三个方案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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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融资已形成了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两大机构为融资平台的基础设施

投融资框架。但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无论出于机构设立的宗旨及服务对象的考虑，还

是基于资本金对其出资能力的限制和产品多元化创设能力，现有的投融资框架难以满足“一带一

路”沿路国家（地区）建设的巨额资金需求以及差异化的服务需求。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参与可以

有效地弥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提供丰富的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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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亚洲开发银行，课题组整理

图表 41： 2010-2020年平均每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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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遇二：“一带一路”沿线活跃的并购活动急需跨境金融服务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相关配套政策落地，“一带一路”沿线并购活动重新活跃

起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差异性大、互补性

强，为跨国并购提供了基础。2010年到2016年，全球对“一带一路国家已完成的跨境并购累计金额

达到1.31万亿美元，累计数量达到13122笔。具体而言，全球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跨境并

购在金融危机前快速扩张，危机后规模有所波动，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下降，2013年后随着“一带

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并购重新活跃起来。

从行业分布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跨境并购集中在金融、能源、电信服

务、工业和原材料等行业。截止2016年，全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并购资金最多的行

业为金融业，并购金额为2533.33亿美元；其次为能源行业，并购金额为2119.03美元；第三为电信服

务行业，并购金额为1572.71亿美元，此外还包括工业、原材料、日常消费品、信息科技等行业。从

地区分布看，全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金融行业的并购主要发生在西亚、中欧和东

盟国家（地区）；对能源行业的并购集中在独联体、中东欧和东盟国家（地区）；对电信服务业

的并购集中在西亚、中东欧和南亚等国家（地区）；对工业的并购集中在南亚、东南和独联体等

国家（地区）；对原材料的并购主要发生在西亚、东盟和独联体国家（地区）。

来源：《一带一路跨境并购研究报告》，课题组整理

55

图表 42：全球对“一带一路”沿线并购规模(单位：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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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购方的角度看，亚太地区的美国、日本和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并购的不同阶段的主

要推动力。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主导了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

区）的跨境并购。第二阶段是2009年到2013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则成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地区）并购的重要推动力。第三个阶段是2013年后，中国则受到“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及其配套

政策推动表现突出，并购金额呈上升趋势。

来源：《一带一路跨境并购研究报告》，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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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3：全球对“一带一路”沿线跨境并购的前10名行业（单位：十亿美元）

来源：来源：《一带一路跨境并购研究报告》，课题组整理

图表 44：中、美、日对“一带一路”的跨境并购情况（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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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开展跨境业务，将会面临资金需要合理有效

地配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币种、不同类型的资源和项目上的问题。为了实现资本合理配

置、利润最大化和提升企业影响力等目标，在资本运作上可能会涉及境内外上市、境内外发债、

境内外结构化融资、境内外资本市场投资和资产管理等运作方式，这需要资产管理机构发挥专业

素养，帮助客户设计适合的运作方案，寻找对手方以达成交易。

（二）亚太资产管理行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具有良好合作基础

1、“一带一路”区域内金融支持力度不足，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注入

（1）区域内产能和投资缺口严重。“一带一路”区域大部分年份的投资缺口 问题严重，2015

年该区域的平均投资缺口为1.78%。从投资缺口的分布看，超过一半国家投资缺口为正，主要分布

在中东欧、南亚和独联体国家（地区）。与此同时，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的经常项目差额为负。2015

年可得数据的61个国家中有36个国家的经常项目差额为负，主要分布在南亚、独联体和中东欧国家

（地区）。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工业化进程初期所呈现出的经济特征类似，符合“两缺口”模型所

述特征：国内资本无法满足投资需求而产生投资缺口，其存在使该国被迫因依赖他国资源而产生

外汇缺口。外在表现为显著的净进口，经济对国外产能、资本需求大、依赖程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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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银行。

注：统计样本为“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地区），不包含巴勒斯坦

图表 45：“一带一路”沿线储蓄投资缺口情况（单位：%）

投资缺口=（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总额）/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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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来源：世界银行，课题组整理

注：统计样本为“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地区），不包含巴勒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拉克和立陶宛

图表 46：“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缺口分布

来源：世界银行，课题组整理

注：统计样本为“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地区），不包含巴勒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叙利亚、伊朗和阿联酋。

图表 47：“一带一路”沿线经常项目差额分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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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内大多数国家融资体系不发达。一是信贷供给不足，致使间接融资成本高企：除了

亚洲的一些发展和新兴经济体外，该区域的信贷供给不足。2015年，可得数据的59个国家（地区）

中有48个的国内信贷总额占GDP的比例在100%以下，其中有15个国家在50%以下。信贷供给严重不

足，导致信贷成本高企。2015年，可得数据的46个国家（地区）中有22个的贷款利率高于10%。二

是资产证券化率低，直接融资体系不发达：2015年，可得数据的27个国家（地区）中有14个的上市

公司总市值占GDP比重低于50%，其中9个低于25%。一级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不足，企业无法通过

便利的股权融资实现资本的快速扩张。另有38个国家（地区）该项数据缺失，从这部分国家（地

区）的总体发展水平及社会文化因素可以推断其国家（地区）内并未开设证券交易所或交易极为

不活跃。

“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亚太资产管理行业跨境业务发展

来源：世界银行，课题组整理

注：统计样本为“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地区），不包含巴勒斯坦、也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叙利亚和老挝。

图表 48：“一带一路”沿线国内信贷规模占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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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银行，课题组整理

注：统计样本为“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地区），不包含巴勒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叙利亚、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沙特阿拉伯、波兰、尼泊尔、拉脱维亚、立陶宛、老挝、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克罗地亚、希腊、塞浦路斯和阿联酋。

图表 4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常贷款利率分布

注：统计样本为“一带一路”沿线27个国家（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卡塔尔、约旦、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巴

林、阿曼、阿联酋、中国、波兰、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希腊、斯里兰卡、黎巴嫩、越南、埃及、土耳其、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和塞浦路斯。

图表 50：“一带一路”沿线资产证券化率分布

来源：世界银行，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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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区域内金融支持力度不足，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注入。假设2016年该

区域的投资率与2015年一样，为25.61%。从整体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如果该区域投资率需要提升到

40%，则2017年至2020年间新增资金将达44.65万亿美元；如果投资率提升至36%，则2017年至2020年

间新增资金将达41.37万亿美元。以后者为标准计算，假定新增资金中有30%属于直接投资的资本

金，30%将可能出现由自身资本市场发展和储蓄率提供的内生替代，则余下的40%（约16.55万亿美

元）属于信贷资金和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资金。“一带一路”区内资金难以满足其投资增长的需

求，不足以支持庞大的战略计划，需要大量从区域外，尤其是香港、纽约、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

心筹资。

2、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聚集，企业或机构对外投融资需求旺盛

（1）亚太地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聚集地。在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15）

所列的全球十大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中，有7个城市是在亚太区域，分别是纽约、新加坡、东京、上

海、香港、北京和芝加哥。这些地区已经构建了完善的金融体系，专业的金融分工，透明、标准

化的金融产品，齐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形成了强大的金融信息聚集和金融研发能力、金融人才培

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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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1：历年评价前10位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t

来源：新华•道琼斯国际  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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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太地区的资本充裕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或机构对外投融资需求旺盛。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2016年对外投资流出量排名前20的经济体中，亚太地区占据了8席（不

含俄罗斯联邦），从绝对数字来看，亚太地区对外投资流出资金量达到8240亿美元，占排名前二十

的流出国总和的60.8%。作为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增长最快的板块，亚太地区资本充裕国家或地区的

对外配置需求巨大。以新加坡为例，2016年，新加坡的资产管理规模有66%配置在亚太地区（不含

新加坡）。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亚太资产管理机构开展跨境业务的路径

1、国际资产管理机构开展跨境业务的经验借鉴

从开展业务的路径和阶段策略看：国际资产管理机构在开展跨境业务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

采取不同的路径和阶段策略。第一阶段为满足国内客户海外投资需求进行的国内业务海外化，第

二阶段将海外分支机构的经营理念等资源本土化，第三阶段形成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的业务版图。

图表 52：2016年对外投资流出量排名前20经济体（单位：十亿美元）

来源：《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世界银行，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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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键能力构建看：一是全球化资产配置能力。战后新经济体快速发展，居民全球化资产配

置的需求日渐凸显，境外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全球布局。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机构——瑞银集团，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地进行境外布局，目前境外分支结构已经遍布世界多个国家或地区，可灵

活实现在全球最佳资产配置。二是卓越的产品创新能力。境外成熟金融机构的财富管理提供了从

权益类产品到固定收益类产品、金融衍生品以及定制化产品在内的完善的产品线，强大的产品创

新能力是支撑境外金融机构构建完善产品线的基础。三是领先的投资管理能力。高盛资产管理拥

有从债券、股票到大宗商品、私募股权的各类投研平台，团队人数超过1800人，形成了“全球产品

+本地投研”的模式。无论是高端个人客户、机构客户还是第三方渠道客户，高盛资产管理均能够

依据其风险偏好和流动性需求提供专门的资产管理解决方案，凭借其构建的全球化资产管理平台

和全资产类型产品线，为客户提供多类别、跨区域及差异风险组合的多元化投资产品组合，实现

“一站式”的资产配置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亚太资产管理行业跨境业务发展

图表 53：国际资产管理机构开展跨境业务的经验总结

来源：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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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太资产管理机构开展跨境业务的模式

（1） 跨境资产管理区域布局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各类项目提供金融服务，还是资产管理机构本身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竞争，都需要资产管理机构在沿线设立分支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在

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经营环境、法律制度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从营商的便

利性、当地的经济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三个维度综合考虑，建议以东南亚和中东欧国家区域为布

局起点，如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保加利亚、波兰、捷克、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图表 55：2015 年“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营商环境和风险状况（排名、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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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银行，EIU，IMF，课题组整理

注：1、营商便利指数是世界银行对各国营商便利程度的排名；总体经济风险是经济学人智库（EIU）编制的主权债务风险、货币风险和银行业

部门风险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前两个指标均为2015年末数据。政府债务率为IMF对各国2021年的政府债务水平的预测值。2、地区值为该地区各国

相关数值的简单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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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布局的思路

发展外汇类、利率类期货交易市场，对冲价格波动风险。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是“一带一路”倡议长期可持续推行

的重要保障，有重要意义。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国际社会认识到，随着跨地区金融合作复杂程度的提高，不透明性逐

渐增加，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实力并不强，其中

不乏国际收支极不平衡、美元负债多和外汇储备规模低的国家，如南非、土耳其等。一旦美国进入持续加息周期、美元

强势升值，这些国家的偿债压力将大增，国家金融风险凸显，该国货币也将面临贬值压力，在该国投资的境外企业亦可

能因此承受不小的损失。只有建立风险预警防范机制，形成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火墙，才能有效推动地区间金融合作发

展。发展衍生品市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推出外汇期货、利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为企业提供外汇敞

口风险对冲的渠道。

搭建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发展国际并购业务，协助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资产管理机构通过开展跨境金融

服务，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产业资本实现投融资需求对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资产管理机构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探索跨境

金融服务方式：（1）与海外金融机构合作，搭建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信息互通、平台对接、跨境服务。通过网上路

演、网下对接，推动跨境投融资项目对接，促进跨境资本形成；（2）探索跨境金融产品的创新形式，根据企业承接国际

工程包、跨境并购、海外直接投资等不同类型的需要，为企业设计交易成本低、便利化程度高的融资方案，扩宽企业融

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