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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私人银行服务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私人银行服务

行业的现状、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私人银行服务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私人银行服务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私人银行服务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由于私人银行业务起步较晚，但经过几年的蓬勃发展已初具规模，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角

度来看，私人银行业务市场潜力巨大，我国应该在组织结构、服务流程、产品研发方面加紧

创新步伐，尽早克服金融资本市场不够成熟、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不足之处。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中国步入数据化转型的快车道。伴随数字化浪

潮的风起云涌，国内私人银行业务被赋予新方向、新动能。

                           1             超高净值客户将成为下一个核心战场             占据过半的资产份额，超高净

值客户（管理资产5000万人民币以上）正在成为私人银行市场的核心客群。超高净值客户的

需求与一般高净值客户（管理资产1000-5000万人民币）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希望得到投融

资一体化服务、更稀缺的优质资产投资机会、代际家族规划以及个性化的高端增值服务。针

对超高净值客户，必须脱离传统&ldquo;私人银行=升级版零售财富管理业务&rdquo;的传统思

维，建立一套投融资一体化的独立业务模式，充分发挥私人银行与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和公

司银行业务的协同效应，强化团队制的覆盖模式，形成独特的价值主张。                               2        

    构建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机制             首先，应革新私人银行财富管理的机制，以客户为中心的

理念，并辅之于个性化、定制化服务，能够将私人银行的服务和产品及时推送到客户面前，

并且能够帮助私人银行客户实现财富的持续增长。其次，构建全方位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方

案，在资产管理、定制服务不断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打造综合服务方案，满足客户个人、

家庭、企业的综合投融资需求。打破私人银行仅为升级版零售业务的定位，从私行客户实际

需求出发，在锤炼自身专业能力的同时，重视与外部实力机构的合作，形成综合金融解决方

案；打造跨市场、跨机构的服务能力，并向私行客户的全面生活环境扩展，从财富经营渗透

到家庭经营、企业经营、圈子经营、人生经营等领域；为私人银行客户大部分金融、非金融

需求的决策提供咨询和专业服务，获得客户的信任和托付。最后，针对私人银行客户的拓展

和维护提供一揽子计划，能够结合不同行业、区域、类型的私人银行客户，进行精细化管理

，由不同的专业团队进行对接，解决客户的疑难问题。                               3             科技赋能私人银

行财富管理             随着资产配置理念的日益普及，私人银行业务对投资顾问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未来&ldquo;顾问价值&rdquo;将进一步凸显，如何帮助客户制定全方面的资产管理和财富

传承方案，将是对私人银行专业服务能力的一大考验。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国内金融机构在新一轮私人银行业务转型中，纷纷将科技赋能作为

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期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步伐。目前已有一些金融机构正在大

力发展智能金融，通过在传统顾问服务模式中潜入智能化平台，为客户提供了初步的财富诊

断服务，弥补了个人无法短时间内完成海量数据处理、分析、过滤、总结的短板，为整个资

产配置服务加码。可以说，科技赋能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是未来的方向，并将与投资顾问、高

端资产管理服务相辅相成，重塑营销与管理流程，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优化客户服务

体验，并针对客户个性化需求，提供一揽子综合资产管理解决方案。                               4             深

耕细分市场，形成自身的差异化竞争力             抓好客户细分和服务细分，比如重视投资业务

、融资业务的结合，管理好客户的&ldquo;心理账户&rdquo;，将&ldquo;消费&rdquo;&ldquo;经

营&rdquo;&ldquo;投资&rdquo;纳入综合产品包，主动帮助客户发现需求。比如针对家族财富

传承、海外留学等服务需求，通过设置个性化的海外游学、家庭旅行、财富传承系列服务，

形成整套的服务生态，将富一代、二代、三代一起纳入服务环境，打造长远的家族化私人银

行服务场景。再比如，专注客户的风险管理和人生保障，主打传承类、高保障类保险及家族

信托，组建专业团队帮助客户实现复杂类保障、传承产品的创设和优化。                               5        

    人才是私人银行业务的生命线             目前国内银行普遍缺乏专业的私人银行人才，这一点成

了制约私行业务高速发展的瓶颈。未来专业人才无疑是私人银行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私

人银行应该以关键人才为核心抓手，重点打造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投资顾问、财富规划顾问

、家族信托等核心团队，并实现人才引入和人才培育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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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银行业务在产品和服务方面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市场营销也主要集中在高净值的目

标客户。在国外，私人银行开户金额的底限通常是100万美元，通常每一笔交易的金额都以几

十万美元为单位。在瑞士银行、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客户至少要有 100万美元银行可以接受

的资产，才可以在私人银行部开户。在国内现在建立私人银行业务的有工行、中行、建行、

中信、招行、交行等，均对客户金融资产有一定的要求。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

平安银行和浙商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标准是日均金融资产在600万元（含）以上。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和光大银行的标准为日均总资产在1000万元及以上。工商银行、浦发银行和民生银

行的标准为日均资产在800万元以上。

         为了满足客户复杂多样的金融需求，延长客户关系价值链，私人银行业务形成了多元化

的产品结构：一是根据客户金融需求制定综合化、个性化理财规划；二是资产管理业务，通



过个性化的投资组合管理，帮助客户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三是信托和不动产业务，为客户

的财产管理提供保障，并按照客户的期望对资产进行安排；四是为客户提供大宗商品和离岸

金融等服务；五是提供保险、财务、税收、投资(含不动产、古玩字画等)、法律等领域的咨

询服务。

         私人银行客户是各大商业银行竞争的焦点，私人银行客户的定位、服务以及财富管理需

要比较成熟的模式，国内一些商业银行已经开辟了大量的私人银行客户体系，建立了一些专

业团队和服务网络。比如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在私人银行客户数量、服务能力和配置上已

较为成熟。但外资银行在私人银行服务上历史悠久，体系完善，私人银行客户的抢夺必然更

加激烈。

        相较于国外依托时间和信誉发展起来的老牌私人银行，国内私人银行时间短、发展快速

、功能不齐备的特点，因此在各家私行的发展上，也体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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