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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属性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提升。而新冠

疫情将会使这些现象进一步凸显。

在此，我们将通过对 620 名受访者的调查

以及对 20 位行业领军人物的深度访谈来探

讨日益加剧的复杂性。

4. 隐私与税务规划不再是驱动市场需求的

首要因素  

2010 年，当我们开始这项研究时，业界

表示，隐私与税务规划是建立实体的主

要原因。现在则是资产保护 (35%) 与推

进外商直接投资 (34%)（见图 2）

5. 新加坡在司法管辖区排名中首次超越香港

特区  

新加坡的司法管辖区排名首次超过香港

特区，与英国和美国并列榜首

6. 随着亚洲新兴市场成为最大的客户来源

市场，中国大陆的主导地位逐渐消退  

业内人士对行业长期将中国大陆视为新

业务主要来源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超过

一半 (54%) 的受访者预计，中国大陆以

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对离岸中心的需求将

会不断增长（见图 3）

 

监管与经济实力的巨变则在加速进行。 

如今，企业服务行业更加全球化、一体化，

主要金融中心也越发成熟。在一波波政治

推动的监管之下，隐私、税收等领域的竞争

环境变得更加公平，然而这些司法管辖区

证明了自身的韧性，也显示了从长期来看

该些管辖区对其所服务的客户的重要性。

展望未来，随着客户需要在日益复杂的经

济、政治环境中保护并增值自己的资产，

3. 由于业界对监管融合的预期逐渐消退，

监管合作或已见顶 

自 2015 年以来，首次有更多的行业专业

人士针对未来五年内是否可能实现信息

交换、受益所有权公共登记、税务会计

准则方面的国际融合提出质疑 

2010 年，当我们发布这项研究时，主要目的

之一是为行业制订路线图，协助行业主要

参与者更了解企业服务行业的市场发展，

并提供一些前瞻之见。

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刚告结束，企业服务与

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的企业服务行业非常

分散，许多服务提供商只在单一管辖区或

细分市场运营业务。离岸、中岸和在岸司法

管辖区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相关活动也

严格依照这种界限划分有序展开。而全球

1. 跨境业务日益复杂，企业家信心有所动摇 

由于新冠疫情持续影响全球，仅有 38% 的

受访者表示对其公司的增长前景充满信心，

低于 2018 年的 75%；有 32% 的受访者

表示对跨境业务的方便程度有信心，而

此前这一数字为 61% 

2. 在新冠疫情对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动态

变化的影响方面，业内存在分歧 

30% 的受访者表示，新冠疫情将加速客户

从离岸转向在岸的进程，38% 的受访者

表示不确定，32% 的受访者持相反意见。

（见图 1）

十年磨一剑，重塑企业服务

30% 的受访者表示，新冠
疫情将加速客户从离岸转
向在岸的进程，38% 的受
访者表示不确定，32% 的
受访者持相反意见

2020 主要调查结果

图 1：新冠疫情对离岸市场的影响尚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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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将加速客户从离岸转向在岸的进程

您或许已经发现，此项研究已更名为 

“瑞致达 2030”。这标志着我们将继续

致力于在日益全球化、复杂化的世界中为

客户和同业机构提供优质服务。

自从我们率先开展领先业界的研究以来，今年是第十个年头。这既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反思机会，让
我们回首过去，远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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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受访者预计亚洲新兴市场将超过中国大陆，成为最大的客户来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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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对行业长期将中国大陆视为新
业务主要来源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超过
一半 (54%) 的受访者预计，中国大陆以外
的亚洲新兴市场对离岸中心的需求将会
不断增长

图 2：企业服务需求驱动因素的演变

2010 2020

35% 资产保护

34% 跨境贸易/外商直接投资

33%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8% 财富规划

26% 基金行业增长

25% 客户成熟度提高

25% 并购活动

24% 新兴市场财富

14% 新股发行

12% 税务规划

12% 发达市场的更高税率

12% 隐私

6% 双重征税条约

对未来 12 个月发展前景最重要的因素

2020 年结果

离岸

中岸/在岸

预期需求增幅：

未来前瞻：五大行业预测

（续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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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业界在未来十年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全球化是否会强势回潮？

毫无疑问，全球化正面临巨大挑战。但我们

深知，现时企业和私人客户的业务与资产的

国际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协助企业

在本地和海外追求增长对经济复苏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未来几年，当他们开始实行这些

计划时，首先考虑的将是法律具有确定性的

司法结构和司法管辖区。 

离岸司法管辖区真的失去优势了吗？ 

欧盟推动的经济实质立法无疑削弱了一些

皇家属地、英国海外领土等所具有的成本

优势。然而我们认为，司法稳健和税务中立的

司法管辖区由于受到妥善监管，并能与全球

共享信息，将能长期在连接全球经济游离部分

方面发挥作用。在政治局势紧张的时期，这些

司法管辖区不仅充当着连接全球不同地区的

桥梁，还能为对立双方之间提供缓冲区。

我们认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海

峡群岛与百慕大等管辖区仍将在未来 10 年

蓬勃发展。 

避税天堂能否存活下去？

通过周密计划合理避税是一项合法权利，

也是企业眼中自己对股东应尽的义务。但在

未来十年，是否任何形式的税务规划都会

遭到禁止呢？近年来，环境、社会和治理问

题已成为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新冠疫情

更是凸显了企业和富人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

性。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我们预计税务规

划服务在未来十年仍将存续，不过会面临更

多限制。  

隐私保护意识会否强势归来？ 

由于加强信息共享的做法获得全球支持，客

户将不得不接受现实，提升自己财务状况的

透明度。但随着我们进入真正的数字化时

代，新威胁也随之出现。在我们解决这些威

胁的同时，隐私成为了解决方案的一环，而

非问题本身。未来十年，我们预计大众将会

越发认识到在公开平台上披露太多个人数据

带来的危险，进而引出更加妥当的信息共享

方法。例如，在进行受益所有权登记时，将

访问权限授予有限的可信人员，这样仍可实

现进行登记的初衷。

如何解决监管冲突？

由于各国都重点关注本国公司的眼前利益，

各国在税务、实质与透明度等方面的分歧在

短期内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但长远而言，各

国需要在这些问题上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折

衷方案。在经济实质立法方面，北美与亚洲

在短期内似乎不太可能跟随欧洲的步伐，因

此我们可能会发现，欧盟也需要依靠企业来

达成自己希望看到的变化。

未来前瞻：五大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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