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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房 地 产

我们估计全球房地产市场总价值约180万亿美元。其中，多数

为自持性住宅物业且72%的住宅为买家自住。商办物业占比

约17%，其中可供投资的物业约20万亿美元，约50%由私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其余为公司或机构持有。市场对私人直接持有物业和机构

持有物业的比较，言及甚少。事实上，全球20万名超级富豪直接持有

的房产项目多为住宅，而商办物业则多由公司或机构通过间接方式持

有。超级富豪仅占全球总人口的0.003%，但其持有物业总值超过5

万亿，占全球房产总值3%。本报告将对私人资本在全球市场的日益

增加的重要性做一分析。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研究部

放眼全球，住宅
是房地产市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且多数用于自住。
从房产交易数量来看，

私人买家
较机构投资者

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Yolande Barnes , 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研究部
全球地产180,000,000,000,0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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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由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撰写，Casella Productions公司代为出版。除特别注明，报告中所有材料的版权均属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未经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事先书
面明文批准下，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转载和引用。本报告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合同、章程、协议以及其他文件的依据。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尽可能可
靠、准确和完整，但并不保证报告中所述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及出版公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中信息而引致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投资建议：本报告所载所有资料和观点不构成专业意见，不应作为投资研究决策的依据。投资者因视自身具体情况，自行寻求专业顾问提供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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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类发展的历

史，财富积累总

是与土地获取联

系在一起。幕府时期的日

本、中世纪的欧洲、封建时

期的中国，尽管文化迥异，

但权势与地位都离不开土地

占有。工业革命见证了圈地

运动及大量豪华宅邸的建

造，新兴财富对贵族奢华生

活的向往由此可见。

身份象征
在我们当下身处的后工业时

期，土地与权力的关联度已

不像几个世纪前那么紧密。

但是，私人拥有的房屋仍被

视为一种身份象征。全球房

地产市场正在形成一幅由超

级富豪持有的房产版图。这

些富豪或寻觅商机之地、或

投资自持住宅物业。

超级富豪人数的增长意味着

这一群体正对全球房地产市

场产生重要影响。对参与跨

境投资或全球房地产市场的

人士而言，理解这一群体的

特质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公司或机构投资

曾主导全球房地产投资格

局，但自2008年起，随着信

贷收缩及融资难度增加而遭

遇挫折。私人财富，尤其是

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财富崛

起，与发达经济体紧缩政策

同期出现，有其偶然性，但

也意味着游戏规则正在发生

变化。

商办市场
主权财富基金、财富管理公

司、私人银行及家族理财室

正接盘一些公司银行的旗下

物业。

但事实上，是否接管债务偿

还或参与高风险项目开发，

私人财富正起到愈加重要的

作用，进而最终决定交易是

否达成，或开发计划会否搁

浅。

这意味着，私人财富的投资偏

好已不仅局限于庄园、度假

村、农地等“激情投资”，

更已渗透至商办物业市场，

后者在过去十年来始终由公

司机构主导。

私人财富进军商办市场，正

是我们格外感兴趣的领域。

超级富豪对物业类型的涉及

更广，他们的偏好、投资方

式（直接投资或是通过家族

企业或其他实体间接投资）

都将影响到房地产市场格

局，无论是写字楼、仓储、

住宅、商铺，甚至包括“小

众”项目。 

纵古论今，
权力、财富及土地始终相互凝结、密不可分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对私人投资物业及其对全球市
场影响加以探讨。例如，财富来自何处、有多少投
向房地产、谁在投资、哪里投资、投资哪些物业
类型等等。之所以对此进行研究，是因为私人财富
对全球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加，而其并未受到
与机构投资同等的关注。第一太平戴维斯此次与
Wealth-X合作，对物业投资流向进行多角度分析，
以发掘其未来走向。

Yolande Barnes
董事
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研究部

Wealth-X很荣幸与第一太平戴维斯合作，发布
首份针对全球超级富豪群体的物业投资调查。随
着超级富豪人数及其资产数量急剧增加，本报告
旨在向读者揭示这一群体对全球房地产市场的影
响。Wealth-X的统计基于其覆盖净资产超过3000
万美元的超级富豪群体。调查显示，截至2013
年，超级富豪人数达199,235人，坐拥27.8万亿美
元的私人财富。我们预计至2018年，该群体人数
将上升22%，财富上升30%，将对全球房地产市场
产生重要影响。
 

Mykolas D. Rambus
首席执行官
Wealth-X

篇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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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财富投资崛起
私人财富对全球大宗房地产交易的贡献愈发显著，

相较2009年上涨近两倍

相较于跨境交易，私人财富

更多参与本地交易。私人公

司和个人在全球跨境交易中

所占比例小于其在本土交易

中的占比。话虽如

此，2012年全球跨境投资

中约30%的交易属于私人投

资交易，这一比例也将继续

扩大。

私人财富在全球跨境房地产

投资中愈发重要，已成为整

个市场最为显著的趋

势。2007至2008年间，私

人财富在全球大宗交易中的

投资份额约占45%，而现在

这一投资总额已经翻了三

倍，所占比例则上涨了四分

之一。

全球大宗交易总数在2009

年降至7,400宗，交易总金

额达到4,000亿美元。而在

2012年，全球大宗交易数

高出2007年的高点10%，

共有1.8万宗，成交金额总

计约为9,000亿美元。而私

人财富正是推动增长的主要

力量。

我们估计私人财富的日渐活

跃，为2012年追加完成约

6,200宗交易，总金额达1.9

万亿美元。即：假设私人财

富投资同以往持平，全球房

地产投资市场仍依赖于企业

资本这一资金来源，那么

2012年成交量会较其实际

总量下降35%。 

私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从大宗房地产交易额来

看，机构投资的增长态势

弱于私人投资。

整体而言，机构投资者的

房地产大宗成交总数仍未

恢复至2007年水平，而个

人投资者的成交总数则上

涨了三分之一。只有在跨

境投资方面，机构投资者

仍然占主导地位。

不断增长的私人房地产投

资多数来自亚洲国家。亚

洲的私人投资交易较2007

年已实现超过三倍的增

长。从私人房地产跨境投

资流向可以看出，亚洲投

资者相较其他地区的投资

者有明显的差异。

EMEA地区（欧洲、中东和

非洲）房地产市场更受境

外私人投资者的青睐，录

得正的投资净流入。而亚

太区房地产则恰恰相反，

呈资本净流出态势。换言

之，亚洲私人投资者的跨

境投资高于本地区引入的

境外投资。

当前的情况同2007年完全

相反，当时亚洲主要是投

资净流入市场；而EMEA地

区则是投资净流出市场。

当下这一逆转部分是因为

EMEA地区本币疲软，而亚

洲货币汇率普遍走强。而

EMEA地区本土机构投资者

需求疲弱，也给了境外投

资者更多在此投资的机

会。

值得注意的是，私人投资

者在跨境投资中同机构投

资者表现完全不同。在亚

洲，虽然私人投资呈净流

出，但机构投资仍表现稳

定；而在欧洲，机构投资

同私人投资一样录得净流

入。由此可见，私人投资

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偏好

存在差异。

全球房地产市场私人投资交易分布

各地区跨境投资净流向

全球房地产市场机构投资交易分布

私人跨境投资净流向

全球各地区超级富豪房地产投资分布

超级富豪人群增长

迅速，截至2013

年，全球超级富

豪总数接近20万，拥有27.8

万亿美元的财富。Wealth-X

预测财富总额至2020年将

超过40万亿美元。下面的地

图阐述了私人财富的全球分

布以及投资房地产的比例。

从图中可以看出EMEA地区

（欧洲、中东和非洲）尤其

是欧洲的超级富豪投资房地

产意愿最强烈。与此相反，

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的

私人财富流向房地产的比例

较小，这些地区的超级富豪

们更倾向于投资金融工具。

私人财富对全球大宗房地产

交易的贡献愈发显著，相较

2009年上涨近两倍。观察

由私人财富成立的房地产基

金公司和REITS，其投资主

要集中在商办物业，通常与

所谓的“激情投资”关联较

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趋

势，表明私人财富投资将会

更加侧重非激情投资领域。

而在单笔金额超过一千万美

元的全球房地产大宗交易

中，逾半数成交来自于商办

物业。

私人财富在房地产投资交易宗数中所占比重

Source: Savills World Research / Real Capital Analytics (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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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仅有5.4%的

超级富豪的财富

主要来源是房地

产，但是所创造的财富却是

其他非房地产领域富豪的

两倍。

从超级富豪的平均年龄可以

看出，通过投资房地产成为

超级富豪需要花费更多的时

间。主业从事房地产的超级

富豪的平均年龄为60岁，高

于所有超级富豪58岁的平均

年龄。

大洋洲很可能是盛产房地

产大亨最多的区域，约有

8.2%的大洋洲富豪财富来

自于房地产投资。尤其是澳

大利亚，早前该国推行的核

心城市开发、城镇化及别墅

开发等一系列举措为房地

产投资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

会，该国的房产大亨平均年

龄为65岁。

与此同时，仅有4.3%的非洲

超级富豪的主业为房地产。

这样看来，不成熟的房地产

市场意味着同其他行业相比

房地产并非创造巨额财富的

主要来源。然而随着整个市

场的发展成熟，房地产将会

提供更多财富机会。

6.7%的亚洲富豪主业为房

地产，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这部分地产大亨的财富总值

达到1.8万亿美元，人均财

富值为6.1亿美元。而全球

超级富豪的人均财富仅为

1.39亿美元。因此，亚洲房

地产似乎是利润最为丰厚的

市场，超级富豪的平均年龄

也比较年轻，仅为55岁。
全球房地产发展极不均衡。多数房地产大宗交易和超级富豪均集中在北半球，

这里市场更加透明、资产价格更高。

欧洲是全球超级富豪购买住宅的首选，同时也吸引了多数的跨境商办物业交易。

来自北美洲和亚洲的资本推动了欧洲的商办物业投资。

超级富豪的住宅资产  商办物业投资：2007-2013  

亿万富豪

资产持有和资本流向

房地产投资者所创造的财富
在全球投资市场上影响有限，但利润颇丰

主业为房地产的超级富豪年龄超级富豪持有的不动产资产在其财富中占比   
 

早前
澳大利亚核心城市

及度假区开发
催生大批富豪

房地产行业超级富豪财富占总财富比例 所有超级富豪 境内投资 境内投资
房地产行业超级富豪人数占总人数比例 主业为房地产的超级富豪 跨境投资 跨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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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超级富豪持有住宅情况不同物业大宗交易

买家
投资标的及区域

私人投资比例上升，
某些区域对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性随之增强

2007年，亚洲大宗商办地产

交易额占全球市场的22%。

自2010年以来，该比例上升

至50%。市场份额的增加主

要源自私人财富投入。45%

以上的亚洲大宗地产交易来

自私人及私营企业。

近年来，亚洲市场份额如此

之大或许不足为奇。亚洲地

区约7%的超级富豪因地产

创造财富。该比例仅次于大

洋洲，高于全球其他区域。

相较于其它洲国家，亚洲地

区超级富豪在房地产行业所

创造的财富更胜一筹，高达

6.1亿美元。

多数超级富豪的直接投资标

的为住宅（包括多套），这

在北美及亚洲富豪中表现尤

其明显。其他物业类型则多

通过公司或其它投资工具间

接持有。

其他国家的富豪在非住宅物

业的投资占比高于前两者，

个别甚至达到20%。例如，

欧洲及大洋洲的富豪更倾向

持有农场、庄园及牧场；非

洲富豪亦类似，倾向直接持

有土地，包括乡村、度假村

或城镇用地；拉丁美洲富豪

则倾向直接购买商业地产。

中东富豪约17%的直接房产

投资于多样化物业组合，

 For 

sale
Us$

写字楼、商铺和住宅深受多数大宗投资者青睐，
而亚洲则是土地为王

从全球来

看，2013年各

物业类型大宗

成交占比大抵相当，土地

交易则是例外。土地交易

在欧洲、中东、非洲和美

洲地区比例很小，但在亚

洲市场却占据绝对的主导

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亚洲

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

国，其境内所有土地均为

国家所有，开发商和投资

者需从国家手中购买土地

使用权进行开发建设。

跨境商办类房地产投资领

域里，写字楼继续主导大

宗交易，商铺次之。但在

美洲则不尽相同，整栋出

租型公寓较商铺物业更受

投资者青睐。从成交金额

来看，工业地产和酒店物

业在全球成交有限。非出

租的自住型住宅不包含在

图表。

从私人财富投向来看，住

宅物业是其重要组成部

分。估计全球超级富豪持

有的住宅资产达到5.2万亿

美元，人均持有约1,500

万美元的住宅物业。全球

超级富豪持有的住宅物业

总价值超过法国境内所有

住宅物业总和。

约有半数的全球住宅投资

来自于亚洲和欧洲的本土

住宅投资。同时，亚欧两

大洲在跨境投资中也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

资本流向欧洲和北美洲，

欧洲资本则进入北美洲和

拉丁美洲。最大的跨境投

资是欧洲超级富豪对北美

的房地产投资。

从地理分布上讲，超级富

豪持有最多住宅资产的地

区也是这些富豪最为集中

的地区。全球范围内，超

级富豪在欧洲的住宅投资

总价值最高，为2.4万亿美

元；亚洲紧随其后，为1.8

万亿美元。这也表明超级

富豪倾向将财富投向他们

最为熟悉的区域。传统发

达地区（北美和欧洲）的

超级富豪倾向以直接投资

的方式，持有多个住宅资

产，且数量超过亚洲和非

洲投资者。这体现了顶级

豪宅和超级富豪社区大都

集中在欧洲和美国等地，

同我们的分析一致。 

超级富豪
全球不动产资产

总值达5.2万亿美元

投资偏好

欧洲、中东和非洲                    亚太地区                                   美洲 北美洲        欧洲      拉丁美洲  太平洋       中东           亚洲          非洲

写字楼    工业     商铺    公寓     酒店     开发项目 单套住宅                多套住宅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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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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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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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全球研究部/RCA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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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全球研究部/Wealt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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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价值（按区域） 

超级富豪直接持有物业比例（按类型）

超级富豪直接持有物业比例（按区域）其财产均值为各地区最高，达3,500

万美元，而北美富豪持有财产均值仅

为500万美元，为相对较低水平。

相对其他区域而言，多数不动产直接

持有者更青睐本地房产—这一偏好在

北美地区表现尤为显著。与之相反，

拉丁美洲富豪却倾向于直接持有北部

边境地区房产而非境内投资；非洲国

家亦如此，相较于本地境内资产，

其更青睐欧洲地区不动产。而多数亚

洲、欧洲和大洋洲国家的超级富豪在

海外投资时优先考虑购买北美物业，

其次为欧洲物业。不难发现，直接持

有成熟区域房产犹如“避风港”，颇

受超级富豪追捧。

由于投资者数量众多，加上欧洲资产

均值正处于较高水平，使得欧洲地区

直接房产持有额为各地区最高。而尽

管亚洲地区人均资产价格高于欧洲，

直接持有房产的亚洲超级富豪数量却

少于欧洲。 

吸收私人跨境投资额最多的国家及其
占该国私人投资总额的比例，2012/2013年度对欧亚及中东国家的超级富豪

而言，房地产这一投资形

式尤为重要，其1/4以上的

财富是以房产形态存在。这也是对全

球房地产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群体。

美国超级富豪虽然资金实力雄厚，但

目前其更倾向通过金融工具而非直接

购买的方式来投资房地产。

在私人跨境房地产投资量最大的几个

国家中，美国表现最为显著，2012至

2013年间超过90亿美元的跨境资金投

向美国。

英国接收的跨境投资额仅次于美

国，2012年累计超过70亿美元。此

类外来投资占英国总投资额近一半比

例，这使英国超过中国成为第二大跨

境投资市场。在中国，外来跨境投资

比例占总交易额比例仅为1%。

总体而言，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欧

洲。这不仅由于欧洲拥有相对更高的

投资价值，更是因为其成熟且透明的

市场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

加坡和俄罗斯是仅有的作为新兴经

济体却拥有较高房产投资额的几个国

家。

百
万

美
元

逾45%的
亚洲大宗地产

交易行为
来自私人

及私营公司

欧亚富豪对房地产直接投资影响显著
且愈加关注跨境投资

地缘趋势

非洲                   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              中东                 北美                大洋洲

大洋洲               非洲                   欧洲              拉丁美洲            中东                   亚洲                   北美

欧洲                 亚洲                  北美                 中东            拉丁美洲         大洋洲                非洲

总价（左轴）              物业平均价值（右轴）

私人跨境房地产投资总额

跨境投资额占比该国私人投资总额

超级富豪净财产总额
超级富豪拥有的房产价值总额
房产投资占净财产比例

非洲         亚洲       欧洲           拉丁美洲        中东

住宅             农场  庄园  牧场             租赁型住房

商办             度假村  城镇用地           乡村  农业用地

北美         大洋洲       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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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直接持有房地产比例，2012/2013年度

万
亿

美
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全球研究部/Wealt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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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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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比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全球研究部/RCA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全球研究部/Wealt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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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私人财富在全

球房地产投资领

域扮演愈加重要

的角色，我们对超级富豪

住宅选择及区域分布加以研

究，以对其他物业类型偏好

做一参考。

上图标示了超级富豪投资住

宅时，最受青睐的一些城

市。这些区域不仅仅是富豪

偏爱的居住区域，或许也是

他们投资其他物业类型时的

主要目的地。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住宅物

业，超级富豪虽有跨境投

资，但仍更倾向于在本国境

内投资。这一趋势在北美富

豪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多数

选择在美国投资住宅。而拉

丁美洲富豪在投资本国地产

之余，亦偏爱投资于北部地

区，从而几近覆盖包括加勒

比海的整个美洲。

非洲、亚洲及中东国家富

豪亦集中于在其所在区域投

资，而欧洲富豪的投资地区

则更广泛而分散。

作为成熟的财富聚集地，欧

洲富豪持有的物业财产遍及

世界各地，许多亿万富豪不

仅投资住宅，还投资加勒比

海及远东地区许多豪华岛屿

度假村，以及美国、加拿大

的部分区域。

然而，在投资海外住宅物业

这一点上，伦敦堪称人心所

向。对许多全球超级富豪而

言，伦敦均被其视为第二居

所。这一偏好对其它房地产

类型的投资亦会形成连带影

响。伦敦占据英国跨境房地

产投资的绝大比重，住宅仅

为其中一部分。

欧洲富豪持有的物业财产遍及世界各地

财富流动
最受超级富豪青睐的住宅区

资金来源地 住宅物业首选城市

非洲 伦敦

亚洲 香港、新加坡、孟买、伦敦

欧洲 伦敦、纽约、莫斯科、摩纳哥

拉丁美洲 迈阿密、纽约、洛杉矶

中东 迪拜、阿布扎比、伦敦

北美 纽约、洛杉矶、迈阿密、旧金山

大洋洲 悉尼、伦敦

旧金山 洛杉矶

迈阿密

摩纳哥

莫斯科

阿布扎比 香港

新加坡

悉尼

迪拜

孟买

伦敦

纽约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全球研究部/Wealt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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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富豪投资价值排名前30的地区

富豪购置住宅源自其对品质生活
宜人气候及环境的追求

全球热门投资区域

全球超级富豪投

资热门地区数

量众多。这些

热门地区基本可分为三大

类：城市、休养地和旅游胜

地。

世界级城市作为财富创造、

储存及投资流向，对超级富

豪颇为重要。这些城市的住

宅投资情况亦能反映出富豪

对该城市其它类型房产的投

资偏好。对居住城市的选择

也隐含出富豪对当地的商业

投资意向。按住宅投资总额

排名，纽约、伦敦、香港及

新加坡位列前四。

全球休养地数量众多且类型

多样，包括岛屿、滨海度假

区、湖区和乡村。其中加勒

比海一带是超级富豪持有房

屋总价最高的休养地。其它

许多休养地为城市景观的一

部分，是富豪们周末远离工

作的极好处所。此类地点在

美国众多，如汉普顿斯、温

内特卡和楠塔基特岛。

富豪们的旅游胜地各不相

同，其中大部分是滑雪、狩

猎、射击、钓鱼、高尔夫、

红酒及帆船运动。旅游度假

地区包括位于科罗拉多州的

Aspen及苏格兰高地。此外

还包括特定的商业目的，如

科技行业、避税、电影业或

政治目的等。此类区域豪宅

云集，环境优雅，例如比佛

利山庄、摩纳哥及位于马里

兰州的贝塞斯达等。

对于亚洲而言，休养地及度

假胜地的概念仍在起步阶

段。相对于拥有成熟项目的

欧洲，在亚洲，除日本滑雪

胜地和中国海南岛发展较为

成熟以外，多数区域开发有

待进一步探索。 

大都市及休憩之地
为超级富豪投资的

热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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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                     大洲区域                    全球
城市

莫斯科 -$58m 

孟买 -$55m

香港 -$32m

伦敦 -$28m

新加坡 -$16m

悉尼 -$14m

德里 -$13m

纽约 -$9m

迪拜 -$8m

洛杉矶 -$7m

雅加达 -$2m

休斯顿 -$2m

休闲之地
加勒比 -$11m

汉普顿 -$11m

楠塔基特 -$6m

夏威夷 -$4m

森林湖，伊力诺依 -$2m

印第安维尔斯，加利福尼亚 -$2m

温内特卡，伊力诺依 -$2m

度假之地
苏格兰 -$45m

摩纳哥 -$35m

阿斯彭 -$10m

棕榈滩 -$9m

比弗利山 -$8m

阿瑟顿，加利福尼亚 -$7m

格林尼治，康涅狄克 -$6m

仙谷，亚利桑那 -$5m

那不勒斯，弗罗里达 -$4m

韦尔，科罗拉多 -$4m

贝赛斯达，马里兰 -$2m

注：$xxm 为持有物业平均价值，投资来源：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全球研究部/Wealt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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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在世界众多城

市中脱颖而出，

是超级富豪在住

宅市场直接投资最多的城

市，并且越来越受到私人投

资的亲睐。这种趋势在主流

物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特

别是考虑到租金回报。纽约

在2007年跌出“世界最贵

的城市中心”的榜单而另类

地变得“廉价”，不过仍有

明显的价值增长潜力。

这一现象引起了一波跨境投

资纽约商业地产的浪潮。根

据RCA数据，自2010年起，

目的地纽约
纽约良好的住宅和商业地产回报

正吸引着全世界的投资者

在伦敦，中国商业房地产开发商总部基地（ABP）早前宣布，投资10亿英镑将占地35英亩的皇家阿尔伯特码头打造成

建筑面积约350万平方英尺的写字楼综合体，主要服务于中国企业。在纽约，SOHO中国过去三年在曼哈顿房产市场的投资

多于任何一个国际投资者。其中，SOHO中国以7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昂贵的写字楼—通用汽车大楼40%的股份。

外国投资者与当地投资者进行联合收购是一种常用的手段，一方面当地投资者对本土市场足够了解，

另一方面在一些市场（尤其是美国），境外投资者若拥有控股权，当地投资者可避免产生较高的税负。

中国在国际房地产

市场的跨境投资

在2008年金融危

机以后迅猛增长。中国富人

受限于国内有限的投资机

会，已经加快脚步在海外寻

求机会从而使资产组合多元

化，保障资本安全并在国际

市场立足。

中国大陆连同香港（许多中

国大陆的境外投资经由香港

完成）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跨

境地产投资来源，仅次于美

国。2013年至今，237亿美

元跨境投资来自中国大陆和

香港。香港的直接投资较

2007年下降42%，但中国

大陆的直接投资却上升了

1165%。

私人资本在中国国内市场尤

其重要。根据RCA数

据，2013年1到10月，中国

共发生1,520亿美元私人资

本投资，占当期总交易额的

一半。相比之下，美国私人

资本交易仅有850亿美元，

占总交易额的34%。

正是私人资本，尤其是从国

内房地产行业积累的资本，

推动了中国跨境投资的第一

波浪潮。那些有志于进军海

外市场的中国人成了第一批

投资者，随之而来的是为子

中国的全球投资
中国富豪在国际市场寻求资本保障和多元化资产组合

女置业（通常其子女在国外

留学），或有移民计划的投

资者。

这些人在有中国文化纽带和

大量中国移民的地区寻求成

熟的国际化住宅。其投资的

首选是香港、澳门和新加

坡，其次是有大量中国移民

的城市如温哥华、伦敦以及

洛杉矶。我们预计第三波投

资者将要跟随而来，他们会

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追求

更高的回报。

就总量而言，真正制造出这

股浪潮的仍然是大规模的机

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方向

主要是全球范围内的商办项

目、片区开发以及标志性建

筑。单笔成交金额最大的地

区为美国和英国，其次是新

加坡、日本和澳大利亚。中

国买家利用北美和欧洲房地

产市场的价值重估机会，获

取优势定价以及回报率。

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跨境资本

曼哈顿1千万美元以上的商办物业成交（2013年1-10月）

纽约市成为全球销售量最大

的房地产市场。大部分涌入

纽约的资金来自外国主权财

富基金以及个人投资者。韩

国和加拿大的养老基金表现

活跃，同时科威特主权财富

基金也是大型“哈德逊广

场”项目的投资者之一。

国际贷款同样十分活跃，只

不过其来源有所变化。在信

贷紧缩之前，地产项目的大

型贷款银行主要来自于爱尔

兰、瑞士和法国，现如今却

由德国、中国和香港代替。

尽管总成交金额略低，美国

住宅市场却有数笔大额成交

达成。根据美国国家房产经

纪人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从

2012年4月到2013年3月，

美国住宅市场的总成交金额

为1.08万亿美元，其中来自

国外买家占6.3%，总额达

682亿美元。中国买主的规

模日趋增大——从2007年占

国际买主的5%上升到2013

年的12%。除了中国人，其

他热衷于美国高端住宅市场

的买主还来自于俄国，东欧

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富豪。

不论是在住宅还是商业领

域，美国的税收政策仍然

是境外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障

碍，税法修改提案或将使更

多投资行动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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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房地产趋势

集中了大量超级富豪的亚洲和非洲
将在房地产投资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总结与展望

增长

自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私人财富的
增长改变了传统的地产投资格局。

私人财富正成为全球房地产市场重
要的买方力量，且地位日益重要。

超级富豪的跨境地产投资目前仍少
于企业和机构买家，但近年来持续
增长，而这一趋势仍会延续。

私人财富与机构资金在回报率、物
业类型、地域位置和持有时间上都
有所区别。这意味着私人财富在某
些领域比传统的投资方式更有优
势。

近年来标志性建筑开始引起超级富
豪的注意，这包括许多住宅项目以
及小众市场。

我们预期超级富豪将逐渐从资本增
值和财富保值的“避风港”市场转
移，寻求更丰厚的长期回报。

新兴市场

房地产投资一般以城市为中心而非
整个国家。这一规律同时适用于私
人与机构投资。

在香港、纽约、新加坡和伦敦，那
些已经被充分投资的物业类型在未
来将会扩展到其他资产种类。这将
有益于房地产市场整体的发展。

在美国，只有那些国际化程度高的
城市将出现频繁的跨境投资活动，
如纽约、迈阿密和洛杉矶。私人境
外投资的目的地国家更多在欧洲而
非美国，不过芝加哥、旧金山、西
雅图、华盛顿和波士顿也值得关
注。

美国房地产市场颇具规模，且发展
成熟，不过却十分本土化。由于其
超级富豪的增长速度滞后于亚洲国
家，其市场增长前景略逊色于后
者。

欧洲房地产市场相对于其土地面积
而言是最大的，吸引了全球资金进
入。随着人们对欧洲城市的房产以
及知名休闲胜地日益熟悉，预计欧
洲仍将吸引稳定的投资流入。

机遇

在回报率合理的前提下，私人财富
投资在地理位置和资产类型的选择
上会更加大胆，同时他们会更不介
意开发风险。这与开发新兴市场和
新产品的特点相吻合。

未来更多超级富豪的增长将来自于
亚洲。亚洲投资者更偏好于投资房
地产并从中获利。

度假及休闲类地产仍在初期发展阶
段，在亚洲的份额很小，不过随着
超级富豪买主的增加和需求的成
熟，这一板块将会迅猛增长。

预计超级富豪将会与机构投资者形
成竞争关系。由于其投资方式更为
激进，且不拘泥于传统路径，超级
富豪极有可能成为市场全新投资模
式的开拓者。

我们预期未来私人投资者将更多地
参与到大宗交易和跨境交易，且投
资类型更加多元化。

在那些靠房地产

获利的超级富

豪中，亚洲和

非洲要比美洲、欧洲、中

东的更为集中。由于这

些地区亿万富豪的比例更

高，伴随超级富豪的人数

未来继续增加，他们在全

球地产投资中也越来越重

要。

亚洲个人投资者对房地产

的浓厚兴趣意味着亚洲超

级富豪的增长，将导致私

人房产投资随之增加。

我们的分析表明，总体而

言，未来土地开发和私

人境外投资活动将更加频

繁。

尽管从过去表现来看，私

人财富在跨境交易中的重

要性节节攀升，未来私人

财富占大宗成交的比例能

否同时随之增长值得关

注。

由于亚洲的超级富豪数量

将会快速增长，他们的投

资喜好和态度决定了未来

的投资趋势。考虑到亚洲

国家对房产购买和海外地

产投资的热衷，我们预计

亚洲私人财富在跨境投资

活动中将更加活跃。 

私人财富占所有房地产投资比例

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的超级富豪财富规模分布

来源: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全球研究部/Wealth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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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戴维斯全球研究部采用独有的方法监测、

报告并评述世界房地产市场，

展现全球市场现状。

我们搜集区域调研成果并以创新的角度、

领先的思维汇总全球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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