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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的重要性將會進一步提升。而新冠疫情

將會使這些現象進一步凸顯。

在此，我們將通過對 620 名受訪者的調查

以及對 20 位行業領袖的深度訪談來探討日

益加劇的複雜性。

4. 私隱和稅務規劃不再是驅動市場需求的

首要因素  

2010 年，當我們開始這項研究時，業界

表示，私隱和稅務規劃是建立實體的主要

原因。現在則是資產保護 (35%) 與推進

外商直接投資 (34%)（見圖 2）

5. 新加坡在司法管轄區排名中首次超越香港

特區  

新加坡的司法管轄區排名首次超過香港

特區，與英國和美國並列榜首

6. 隨著亞洲新興市場成為最大的客戶來源

市場，中國大陸的主導地位逐漸消退   

業內人士對行業長期將中國大陸視為新

業務主要來源的看法提出了質疑。超過

一半 (54%) 的受訪者預計，中國大陸以

外的亞洲新興市場對離岸中心的需求將

會不斷增長（見圖 3）

 

監管與經濟實力的巨變則在加速進行。

如今，企業服務行業更加全球化、一體化，

主要金融中心也越發成熟。在一波波政治

推動的監管之下，私隱、稅務等領域的競爭

環境更趨公平，然而這些司法管轄區證明了

自身的韌性，也顯示了從長期來看該些管轄

區對其所服務的客戶的重要性。

展望未來，隨著客戶需要在日益複雜的經濟、

政治環境中保護並增值自己的資產，這些

3. 由於業界對監管融合的預期逐漸消退，

監管合作或已見頂 

自 2015 年以來，首次有更多的行業專業

人士針對未來五年內是否可能實現資訊

交換、受益擁有權公共登記、稅務會計

準則方面的國際融合提出質疑 

2010 年，當我們發佈這項研究時，主要目的

之一是為行業制訂路線圖，協助業界主要

持份者加深了解企業服務行業的市場發展，

並提供一些具前瞻性的見解。

當時，正值全球金融危機過後，企業服務與

今日大相徑庭。當時的企業服務行業非常

分散，許多服務提供者只在單一管轄區或

細分市場營運業務。離岸、中岸和在岸司法

管轄區之間有著明確的界限，相關活動也

嚴格依照這種界限劃分有序展開。而全球

1. 跨境業務日益複雜，企業家信心有所動搖 

由於新冠疫情持續影響全球，僅有 38% 的

受訪者表示對其公司的增長前景充滿信心，

低於 2018 年的 75%；有 32% 的受訪者

表示對跨境業務的方便程度有信心，而

此前這一數位為 61% 

2. 在新冠疫情對在岸市場與離岸市場動態

變化的影響方面，業內存在分歧 

30% 的受訪者表示，新冠疫情將加速客戶

從離岸轉向在岸的進程，38% 的受訪者

表示不確定，32% 的受訪者持相反意見。 

（見圖 1）

十年磨一劍，重塑企業服務

30% 的受訪者表示，新冠
疫情將加速客戶從離岸轉
向在岸的進程，38% 的受
訪者表示不確定，32% 的
受訪者持相反意見

2020 主要調查結果

圖 1：新冠疫情對離岸市場的影響尚待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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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將加速客戶從離岸轉向在岸的進程

您或許已經發現，此項研究已更名為 

“瑞致達 2030”。這標誌著我們將繼續

致力於在日益全球化、複雜化的世界中為

客戶和同業機構提供優質服務。

自從我們率先展開領先業界的研究以來，今年是第十個年頭。這既是一個里程碑，也是一個反思機會，讓
我們回首過去，遠瞻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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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受訪者預計亞洲新興市場將超過中國大陸，成為最大的客戶來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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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人士對行業長期將中國大陸視為新
業務主要來源的看法提出了質疑。超過
一半 (54%) 的受訪者預計，中國大陸以外
的亞洲新興市場對離岸中心的需求將會
不斷增長

圖 2：企業服務需求驅動因素的演變

20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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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 12 個月發展前景最重要的因素

2020 年結果

離岸

中岸/在岸

預期需求增幅：

未來前瞻：五大行業預測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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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業界在未來十年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全球化會否強勢回來？

毫無疑問，全球化正面臨嚴峻挑戰。但我們

深知，現時企業和私人客戶的業務與資產的

國際化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協助企業

在本地和海外追求增長對經濟復甦具有至關

重要的意義。未來幾年，當他們開始實行這

些計劃時，首先考慮的將是法律具有確定性

的司法結構和司法管轄區。 

離岸司法管轄區真的失去優勢了嗎？ 

歐盟推動的經濟實質立法無疑削弱了一些

皇家屬地、英國海外領土等所具有的成本

優勢。然而我們認為，司法穩健和稅務中立

的司法管轄區由於受到妥善監管，並能與

全球共享信息，將能長期在連接全球經濟

游離部分方面發揮作用。在政治局勢緊張

的時期，這些司法管轄區不僅充當著連接

全球不同地區的橋樑， 還能為對立雙方之間

提供緩衝區。我們認為，英屬維爾京群島、

開曼群島、海峽群島與百慕達等管轄區仍將

在未來 10 年蓬勃發展。 

避稅天堂能否存活下去？

通過周密計劃合理避稅是一項合法權利，

也是企業眼中自己對股東應盡的義務。但在

未來十年，是否任何形式的稅務規劃都會

遭到禁止呢？近年來，環境、社會和治理

問題已成為投資者關注的主要問題，新冠

疫情更是凸顯了企業和富人承擔社會責任的

重要性。儘管發生了這些變化，我們預計

稅務規劃服務在未來十年仍將存續，不過

會面臨更多限制。  

私隱保護意識會否強勢歸來？ 

由於加強信息共享的做法獲得全球支持，客

戶將不得不接受現實，提升自己財務狀況的

透明度。但隨著我們踏入真正的數碼年代，

新威脅也隨之出現。在我們解決這些威脅的

同時，私隱成為了解決方案的一環，而非問

題本身。未來十年，我們預計大眾將會越發

認識到在公開平臺上披露太多個人數據帶來

的危險，進而引出更加妥當的信息共享方

法。例如，在進行受益擁有權登記時，將

訪問許可權授予有限的可信人員，這樣仍可

實現進行登記的初衷。

如何解決監管衝突？

由於各國都重點關注本國公司的眼前利益，

各國在稅務、實質與透明度等方面的分歧在

短期內可能會進一步加劇。但長遠而言，各

國需要在這些問題上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折

衷方案。在經濟實質立法方面，北美與亞洲

在短期內似乎不太可能跟隨歐洲的步伐，因

此我們可能會發現，歐盟也需要依靠企業來

達成自己希望看到的變化。

未來前瞻：五大行業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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