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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在成
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亦使普通中国人的财
富不断积累，中产及富裕群体不断壮大。随着财富的增长，资产
配置和管理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家庭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复
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主要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资产管
理的难度越来越高。如何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是众多中国家庭
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

作为资产管理的基础原则，多元化资产配置有利于分散和控制风
险，调和资产组合的价格波动，更加有利于实现资产的保值和稳
定增值。因此，从构建多元化资产以控制风险的角度来看，海外
资产对中国投资人具有独特的价值。同时，海外资产特有的投资
机会和市场条件也成为吸引中国投资人的重要方面。多重因素影
响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人将目光投向全球资产市场，资产配
置的国际化成为更多中国家庭的需求。

对于可投资资产在 60-600 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人，我们将其定义
为大众富裕群体。大众富裕群体人数众多，所拥有的财富处于整
个社会的中上水平。可投资资产指的是家庭资产总额中除自住的
房产、非通过私募投资持有的非上市公司股权及耐用消费品（如
汽车）之后的其他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债券等各种金融资
产和非金融资产。为揭示中国大众富裕群体的资产配置选择，尤
其是对海外房产和海外股票等海外资产的投资选择，FT 研究院
联合友信智投共同发布《中国大众富裕群体海外投资趋势研究报
告》，希望能对您有所启示和帮助。



主要发现
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发现：

1. 过去 3 年，受访大众富裕群体的可投资资产平均增长 24%。
而当展望 3 年后其可投资资产的增长水平时，平均增长预期同
样为 24%。其中，增长幅度在 30% 以内的为主流。过去 3 年，
42% 的受访大众富裕群体实现了 30% 以内的增长，而预期 3 年
后可投投资资产实现 30% 以内增长的比例则为 51%。在经历了
2018 年的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经济增长承压和股票市场波动后，
大部分大众富裕群体的预期并没有明显恶化。

2. 大众富裕群体配置的资产种类丰富，除银行储蓄 / 现金外，房
地产、股票、保险和银行理财产品的配置最为普遍。此外，受访
大众富裕投资人持有外汇的比例高达 31%，另有 25% 持有互联
网理财产品，20% 配置了黄金。而未来 12 个月，保险、外汇、
银行储蓄、银行理财产品和黄金最被看好，增加配置的意愿更为
强烈。

3. 海外资产配置需求旺盛。46% 的被访大众富裕投资人目前
持有海外资产，而计划在未来 3 年投资海外资产的比例则高达
64%。此外，海外资产在其可投资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也将稳定提
升。尤其是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人，他们
期望 3 年后海外资产在可投资资产中的占比达到 30%，而其目
前海外资产在其可投资资产中的占比仅为 21%。



主要发现
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发现：

4. 海外房产和海外股票是最主要的海外资产配置对象。受访大众
富裕投资人的海外购房平均预算近 300 万元人民币。分散 / 规避
投资风险和为子女海外教育购置房产为最主要的海外购房动机。
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为最受关注的海外房产购置目标国。治安环
境、生活配套和地段区位是其购房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5. 海外股票投资将吸引更多大众富裕投资者。18% 的被访大众
富裕投资者目前持有海外股票。而未来 3 年计划投资海外股票的
比例则高达 32%。计划投资金额与当前投资人的实际投资金额
持平，平均投资金额稳定在 84 万元人民币。美股和港股的投资
最普遍，英股、日股等市场更具增长潜力。规避风险和抓住全球
投资机会是大众富裕投资人投资海外股票的最主要动机，优质海
外上市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和更为合理估值成为海外股市最
大吸引力。除股票外，基金和债券的投资需求走强，海外证券投
资对象将进一步多样化。在投资方式上，自行打理投资是目前的
主流投资方式。而在未来，对第三方投资管理服务的需求将走强。

更多内容，请详见完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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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访群体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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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群体背景数据
本研究受访人群为可投资资产在 60-600 万元人民币的大众富裕群体。

半数受访者来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30% 来自二线城市，20% 来自三线
及以下城市。

受访者平均年龄 42 岁，其中，31-40 岁的 80 后占比 34%，41-50 岁的 70 后
占比 37%，是最主要的受访群体。

受访者受教育水平较高，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91%，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占比 
42%。

受访者的平均收入水平较高，个人月平均收入为 9.6 万元。

受访者平均资产总额达到 849 万元。可投资资产总额在 60-600 万元之间，平
均可投资资产总额为 191 万元。

第一章 受访群体背景



资产总额越高，可投资资产占比越低
资产总额规模越高，可投资资产在资产总额中的占比越低。

资产总额不超过 100 万时，其资产总额中的 80% 为可投资资产，而资产规模
超过 500 万元的投资人，其可投资资产的占比低至 3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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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访群体背景



第二章

资产配置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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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后的可投资资产增值预期与过去 3 年实际增长情况保持同一水平

过去 3 年，受访大众富裕群体的可投资资产平均增长 24%。其中，增幅在
50% 以上的占比为 14%，增幅在 31%-50% 的占比为 15%。而实现 30% 增
幅以内的小幅增长的为主流，占比为 42%。

展望 3 年后的可投资资产增长情况，平均预期增长率为 24%，与过去 3 年的
的实际增长情况一致。只是预期资产减少的比例有所下降，预期资产小幅增
长的达到了 51%。

第二章 资产配置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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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可投资资产投资人的平均资产增长率接近，高可投资资产投资
人出现更多损失

从平均增长水平来看，不同可投资资产规模的投资人在过去 3 年的可投资资
产的增长基本属于同一水平，但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中出现
资产减少的情况相对略多于更低可投资资产规模的投资人（17% vs. 12% vs. 
14%）。

低可投资资产投资人对未来资产增长预期更高

而在对未来 3 年可投资资产的增长展望上，可投资资产在 60-100 万元的投
资人的平均期望增幅相对略高，且期望增长速度在 50% 以上的比例也更高
（16%）。

第二章 资产配置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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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富裕群体配置的资产种类丰富
在资产配置方面，银行储蓄 / 现金、房地产、股票、保险和银行理财产品是最
为普遍配置的。

此外，配置外汇的比例高达 31%，25% 配置互联网理财产品，20% 配置黄金。

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的资产配置更为丰富
可投资资产在 100 万元以上的投资人比可投资资产在 60-100 万元之间的投资
人配置了更多股票，而更少地配置互联网理财产品。

可投资资产规模越高，对银行理财产品和外汇的配置越普遍。可投资资产规
模在 300 万元以上的投资人对债券、私募股权基金和信托产品的投资明显更
为普遍。

第二章 资产配置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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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12 个月，保险、银行储蓄、银行理财产品和黄金最被看好

在未来 12 个月，大众富裕群体将进一步增加保险（+21%）配置。同时，
考虑到现金为王以及避险需求和行情反弹等原因，除了进一步增加银行储蓄
（+15%）外，银行理财产品（+14%）和黄金（+10%）配置也会进一步提高。
由于刚性兑付打破，信托产品的配置也会有所减少（-9%）。此外，受股市行
情的影响，私募基金（-8%）和股票（-5%）的投资也会有所减少。

银行理财更受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青睐，股票投资策略出现分歧

增加保险的配置是各资产水平投资人共同的选择。可投资资产水平越高，越倾
向于在未来 12 个月增加外汇和银行理财产品的配置。可投资资产在 300 万元
以上的投资人，投资外汇和银行理财产品的净增比例分别高达 31% 和 27%，
明显领先于更低资产规模投资人。此外，在股票投资上，可投资资产在 300
万元以上的投资人倾向于增加股票投资（+12%），这与更低资产规模的投资
人减少股票配置的选择相反。

第二章 资产配置及未来趋势



第三章

海外资产的配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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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3 年海外资产配置需求继续增长，海外房产和股票增长最为显著

46% 的被访大众富裕投资人持有海外资产。其中，海外存款是最为普遍持有
的海外资产（30%），其次是海外股票（18%）和海外保险（14%）、基金（11%）。
目前持有海外房产的比例为 7%。64% 的大众富裕投资人计划在未来 3 年投
资海外资产。除了海外外汇存款（33%）外，海外股票（32%）和海外房产（21%）
是主要的海外资产投资对象，同时也是未来 3 年增长最为明显的海外资产，
均增长 14%。 

海外资产在资产总额中的占比也将稳定提升

被访大众富裕投资人目前持有的海外资产平均占其可投资资产的 23%，而其
未来 3 年计划使海外资产占其可投资资产总额的 27%。

目前，34% 的大众富裕投资人的海外资产占比低于 10%，37% 的占比在
11%-30% 之间。未来，将有更多投资人的海外资产占比提升到 11%-30% 和
31%-50%。

第三章 海外资产的配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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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投资资产越高，未来 3 年海外资产配置需求越强
投资人的可投资资产越高，未来 3 年计划投资的海外资产越普遍，品种越丰富，
尤其关注外汇存款、海外股票、海外房产和基金、信托等产品。

可投资资产越高，海外资产配置越普遍，品种越丰富
37% 的可投资资产在 60-100 万元的投资人持有海外资产，而在可投资资产在
100-300 万元和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中，持有海外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6%
和 63%。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其中持有外汇存款、海外股票、
基金和保险的比例明显更高。

第三章 海外资产的配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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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其海外资产在总资产中的
占比相对更低

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的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其海外资产在可投资资
产中的占比是最低的。49% 的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其海外
资产占比在 11%-30% 之间。

可投资资产越高，期望海外资产在资产总额中达到的占比越高

在未来 3 年，可投资资产处于各个水平的投资人均会增加海外资产的配置。
可投资资产越高，海外资产在可投资资产中的占比也就会越高。可投资资产
在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期望 3 年后海外资产在可投资资产中的占比达到
30%，而其目前海外资产在可投资资产中的占比仅为 21%，未来增长潜力最
大（+9%）。

第三章 海外资产的配置需求



第四章

海外房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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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为最受关注的海外房产购置目标国

美国（45%）、加拿大（39%）和澳大利亚（35%）是最主要的海外房产购
置目标国。其次是欧洲国家（31%）、其他亚洲发达国家（21%）、亚洲发
展中国家（21%），新西兰（19%）和香港（15%）。

美国和亚洲发达国家房产吸引更多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

美国、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日本等）和欧洲国家对可投资资产
更多的投资人有更强吸引力。加拿大和亚洲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泰国、马
来西亚）等则对可投资资产在 60-100 万元的投资人有更多吸引力。新西兰对
60-100 万元可投资资产投资人和 300-600 万元可投资资产的投资人均具有更
强吸引力。

第四章 海外房产投资



分散 / 规避投资风险和子女海外教育为最主要的海外购房动机
多元化资产配置以分散投资风险是最主要的海外购房的动机（25%）。此外，
有 24% 的投资人是为了子女接受海外教育而购买海外房产。

15

治安环境、生活配套和地段区位是购房首要考虑因素
在选购海外房产时，大众富裕投资人最关注的是治安环境（61%）、生活配
套设施（59%），地段和区位重要性排第三（52%）。

第四章 海外房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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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富裕群体平均海外购房预算近 300 万元人民币
受访大众富裕群体海外购房的平均预算为 297 万元人民币。其中，预算在
100-500 万元为主流（84%）。

低可投资资产投资人最看重地段，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最看重治安
环境

可投资资产在 60-100 万元的投资人更在意地段 / 区位。可投资资产 100-300
万元的投资人更在意生活配套设施。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更
在意治安环境，可投资资产越高，也越关注绿化环境。

第四章 海外房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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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投资资产越高，海外购房预算越高
目前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未来海外购房的预算达到 350 万元。

不了解海外房产相关法律法规 / 政策为最普遍困难

在海外房产投资时，不了解海外房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58%）和外
汇兑换限制（58%）被认为是主要的困难和挑战。其次是不了解海外房产市
场和价格走势，以及不了解购房交易流程和交易技巧（45%）。

第四章 海外房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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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最关注外汇问题

可 投 资 资 产 越 高， 越 担 心 不 了 解 海 外 房 产 市 场 和 价 格 走 势。 可 投 资 资 产
在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担心不了解海外房产市场和价格走势的比例为
50%，而这在可投资资产在 100-300 万元和 60-100 万元的投资人中的比例分
别为 47% 和 37%。

可投资资产越低，越担心不了解购房交易流程和交易技巧。53% 的可投资资
产在 60-100 万元的投资人担心不了解购房交易流程和交易技巧，而这在可投
资资产在 100-300 万元和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中的比例仅分别为 47% 和
36%。

第四章 海外房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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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股票投资将吸引更多大众富裕投资者
海外股票投资需求旺盛。18% 的被访大众富裕投资者目前持有海外股票投资。
而未来 3 年计划投资海外股票的比例则为 32%。

规避风险和抓住全球投资机会为投资海外股票的主要动机

宏观经济考量（62%）和汇率考量（53%）以及抓住全球性投资机会（56%）
是主要的投资海外股市的动机。成熟的海外股票市场更加规范和完善，也是
吸引投资者的重要原因（49%）。

第五章 海外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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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投资资产越高，海外股市的计划投资额越高
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的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其海外股市计划投资额
是最高的（145 万元）。

投资群体扩大的同时，平均海外股票投资金额保持稳定

目前持有的海外股票投资平均为 86 万元。而未来计划投资海外股票的平均投
资额为 84 万元。投资金额在 20-50 万元的投资人将进一步增多。

第五章 海外证券投资



投资风格偏稳健，追求投资长期稳定增长为主流风险偏好

在风险偏好上，可以承受一定的投资波动，希望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增长的为
主流。

22

股票投资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投资收益稳定持续增长

股票投资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稳定持续增长的投资风格。投资经验越少，
在投资风格上越分化。在股票投资经验在 10 年以上的投资者中，80% 的倾向
于「承受一定的投资波动，希望投资收益长期、稳定的增长」。

第五章 海外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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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股市吸引更多中低可投资资产投资人，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关
注更多海外股票市场

香港股市吸引了更多可投资资产在 60-300 万元的投资人（71%/76%），而
对 300-600 万元可投资资产的投资人的吸引力明显更小（35%）。此外，新
加坡股市也吸引了更多可投资资产在 60-100 万元的投资人。可投资资产在
300-600 万元的投资人对美股、英股和德国股市及其他股票市场有相对更多的
关注。

美股和港股的投资最普遍，英股、日股等市场更具增长潜力

美股（70%）、港股（64%）是目前海外股市最主要的投资市场。其次是德
国股市（9%），但与美股和港股差距巨大。除了美股和港股外，英国股市、
日本股市、新加坡股市、印度股市和加拿大股市未来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五章 海外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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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为主要投资对象，海外证券投资对象将进一步多样化

股票作为目前投资人的主流投资对象，其地位在未来仍将保持稳定（96%）。
而基金和债券在未来也有望吸引更多投资人。 目前投资基金的比例为 38%，
而未来计划投资基金的比例为 57%。8% 的投资人目前持有海外债券，而
21% 的投资人未来计划投资海外债券。

除股票外，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对海外基金的配置需求相对更强

可投资资产越少，计划在未来投资期货的投资人越多。

第五章 海外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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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海外上市公司和更为合理估值成为海外股市最大吸引力

「可以投资来自其他国家的最顶级公司」是投资人投资海外股票市场的最主
要动机（65%），海外股票的估值更加合理也是其重要的吸引力（60%）。
其次是市场流动性和投资门槛便于实现全球资产配置（54%），市场更为规
范（45%）等因素，也是吸引投资人的重要原因。

高可投资资产投资人更看重来自其他国家的顶级公司

「可以投资来自其他国家的最顶级公司」是吸引 300-600 万元可投资资产投
资人的更重要的原因（73%）。而可投资资产更低的投资人相对更在意市场
的流动性、投资门槛、市场规范性和 T+0 交易等。

第五章 海外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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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上市高科技企业对投资人最具吸引力

来自中国（69%）和来自其他地区（61%）的高科技公司是投资人投资海外
股票市场的最主要的目标公司。

中国高科技公司具有普遍吸引力，来自其他国家的公司吸引更多低
可投资资产投资人

在海外上市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对不同可投资资产规模的投资人具有普遍的高
吸引力。可投资资产越低，越重视投资海外股市上来自非中国大陆地区的高
科技企业和传统行业上市公司。

第五章 海外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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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龄投资人关注其他国家高科技公司，高年龄投资人关注中国高
科技公司

投资者的年龄越大，越重视对海外上市的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投资。

40 岁以下的投资人更加重视海外上市的非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高科技公司。

外汇兑换不方便、交易佣金高、英语不够好和信息获取不便等是更
主要痛点

痛点的总体分布较为分散。外汇兑换限制是最重要的投资海外股票市场的不
便之处（35%）。其次是交易佣金高（27%）、英语不够好（26%）等。

第五章 海外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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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打理投资为主要投资方式，第三方投资管理需求将走强

目前，自行打理投资是最普遍的投资方式（79%）。而在未来，「通过他人
或投资服务机构进行管理」或「通过跨境投资工具」进行海外证券投资的情
况将进一步增长（增加 10%-11%）。

第五章 海外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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