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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推动财富管理行业发生变革。本报告旨在帮助您确定哪些科技可能会对您以及您的业务
和客户产生重大影响，哪些科技需要您关注并投资采用。

凭借日渐壮大的全球顾问团队和客户群体，Thoughtworks 可以全面洞悉当今技术的发展格局。我们深知正在
发生的变化和正在由各种新能力创造的机遇，借此我们可助力您将这些变化和机遇转化为竞争优势。

今年初，我们编制了第二份年度《科技棱镜》报告，通过五个“视角”分析了 100 种技术趋势，旨在帮助企业
了解这些趋势可能会对他们产生何种影响。现在，我们在该分析报告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研究其中一些技术趋
势可能会对财富管理行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这些趋势将如何塑造财富管理行业的未来。

对财富管理行业而言，数字革命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一方面，数字革命让财富管理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新兴技术来提高运营效率、扩大覆盖面、满足客户的新需
求、提高客户投资回报率并应对监管变化。另一方面，数字革命将颠覆现有行业实践，迫使现有行业参与者重
新审视当前的经营方式，与此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的参与者（即，新型财富管理公司）。另一方面，这也为科技
巨头创造了进军这个行业的机会。

那么，财富管理公司该如何应对呢？本报告将帮助您透析与财富管理行业有关的新兴技术趋势。阅读本报告，您
将了解总体消费趋势将为您所在行业提供哪些机遇，并提升关键洞察力，助力您确定优先转型项目，进而推动
积极变革。

第 25 页探讨了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影响财富管理行业且需要予以预判、分析和采纳的具体技术。

如果您希望进一步探讨本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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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一：实现平台潜力

《科技棱镜》解析
对于财富管理公司而言，平台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平台可以帮助财富管理公司提供客户期望的
数字化体验，整合前景大好的技术解决方案，并支持拓展新的伙伴关系。

但对许多财富管理公司而言，创建和完善平台也是一项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不同的人对平台用途的看法不尽
相同，对平台所能实现的价值的认识也不同。人们甚至尚未就平台的定义达成一致，而执行问题又进一步增加
了这种困惑。

结果往往是，财富管理公司逐渐丧失最初的兴奋感，未能实现最大投资回报。随着平台构建屡屡失败，我们发
现企业将工作重点转向了一个新的方面，即解决围绕平台的不确定性，将平台构建与明确的业务目标联系起来。

从本质上讲，平台是建设开放、灵活技术架构
与能力的基础。平台使财富管理公司与合作伙
伴和客户的沟通更加顺畅，帮助财富管理公司
开发、整合和交付各项服务，满足不断变化的
市场需求。

诸如此类的潜力推动了财富管理行业的并购浪潮，因为各大财富管理公司都在积极寻求扩展或获得数字能力，如
去年摩根大通以 10 亿美元收购Nutmeg，以及 LGT 认购数字财富管理公司 LIQID 的战略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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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平台不仅在获取和维系客户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还可以促进企业在并购后快速有效地进行整合。开放
API、基于平台的技术架构有利于实现业务整合，帮助尽早实现价值和降低风险。

利用平台技术，新兴财富科技公司和成熟投资公司可以更轻松地联合起来，新参与者和现有参与者可经济高效
地提供彼此的产品，创造附加值，减少摩擦。

直接指数化（以相同权重买入相同股票作为指数）的推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资金雄厚的客户早就使用
了直接指数化投资方法，但直到与金融科技合作伙伴在平台的基础上展开技术合作后，投资公司才得以向零售
投资者提供相关个性化税收优惠的投资产品。

一些传统投资公司甚至还开发了自有的直接指数化技术，这表明财富管理公司正在通过多种途径发挥平台潜能。

视角一：实现平台潜力

相关趋势信号包括：

• 财富管理技术迅速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司（如 Investsuite和 Privé）面向财富管理行业提供高度
专业化的基于 API（应用编程接口）的能力和服务，承诺支持创建带“即插即用”功能的平台。

• 从主动投资转向被动投资。被动投资领域的迅速扩张导致主动管理方面产能过剩，并对费用结构构成了压力。
对此，财富管理公司亟需通过采用平台等措施开展数字化转型，实现自动化并提高效率。

• 持续整合。尽管行业依然高度分散且市场参与者规模不一，但并购活动与日俱增。这将促进平台的构建和采
用，为企业整合和业务合作创造准备条件。

• 执行压力。在高度波动和低利率的环境下，实现投资回报变得更加困难，迫使财富管理公司开展产品创新，
提供另类资产产品，促进投资组合管理，增强洞察力。因此，市场参与者将积极寻求助力其快速建设和巩固
相关能力的平台。

https://www.investsuite.com/
https://privetechnologies.com/about/
https://imtc.com/expertise/active-passive-technology-transforming-asset-management-landscape/
https://www.pwc.com/us/en/industries/financial-services/library/asset-wealth-management-deals-outl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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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行业的商机
精简技术，助力整合：尽管也存在一定挑战，但平台可以为您带来清晰和可衡量的好处，包括能够帮
助您整合（和商品化）专业知识并加快创新，缩短上市时间。平台为来自收购活动、合作伙伴或外部
服务提供商的系统和数据提供整合基础。平台还提供基础技术和工具，供组织内部多个部门使用，进
而提高经营效率。这有助于整合和梳理组织内部的不同业务能力，降低重复性和成本。此外，平台还
可以提高企业不同层级之间的一致性和透明度，加强风险管理。

改善客户体验，提高服务性价比：平台及其开放 API 框架可以帮助财富管理公司快速顺利地利用“产
品即服务”，满足客户需求，进而提供更卓越、更统一的客户体验。平台还通过帮助财富管理公司提高
数据资产利用率来帮助提高客户最关心的服务性价比。此外，平台提供多种来源的见解，帮助确定市
场、投资组合或客户趋势并采取相应行动，帮助处理和分析有价值的备选数据集。

缩短上市时间，支持合作：平台通过提供经过改进后的交付基础设施缩短新产品和服务的上市时间，这
意味着财富管理公司可以更轻松地应对市场环境的波动。平台还支持财富管理公司与数字技术创新公
司合作，引领财富管理公司进入一个繁荣的行业生态系统。互利联盟（例如，去年Nuveen 与另类投
资平台 Altive 和 iCapita 的合作）展现了共享平台的前景和执行优势。

视角一：实现平台潜力

对采用者的建议

在开始构建平台前，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

确保在真正开始“构建”之前，关键决策者就“平台”的具体构建内容达成一致，并设定平台所要实现的具体
目标和成果。要特别关注平台终端消费者（即客户，而不仅是内部开发或产品团队）的需求，以及您想要努力
为他们实现的改进。

合理组织技术团队，推动开发增值功能

可以单独组建一个平台团队来构建平台的所有基础和通用功能，让其他研发团队专注于开发增值商业功能并实
现快速部署。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投资创建开发者体验平台，以便提高开发团队的协作效率。

视角一：实现平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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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一：实现平台潜力

分阶段建设平台

企业应牢记，转型无法一蹴而就，最好的平台策略往往是反复迭代的，而不是构建了一个平台就能立即带来革命
性变化。优先建立一个合适的基础设施，可以为企业奠定坚实的基础，使其在平台战略方面更具冒险精神，构
建真正有助于其创新的平台。

本视角背后的技术趋势

平台战略

服务于广泛客户群体的财富管理公司需要使用易于区分且费用适中的定制化平台。平台战略可以为轻松建立、修
改和重新布局数字业务能力提供条件。平台本质上是服务和业务能力的集合，创建新事物无需承担改变现有事
物的成本。在提高客户参与度和增加创收机会的同时，平台战略还具有可扩展性。

数字体验平台

当前，财富管理客户希望几乎所有的财富管理服务都以数字方式提供。数字体验平台帮助财富管理公司管理客
户在多种渠道和设备的足迹。财富管理公司利用数字体验平台的多功能仪表板、直观视角、多语言支持和个性
化建议，从顾问主导型参与模式无缝转换为全渠道数字参与模式。

协作生态系统

如果财富管理公司向客户提供获得新产品和服务的渠道，就将赢得竞争优势。但并非所有财富管理公司都有充
足的资源来支撑这种能力，因此协作生态系统应运而生。专业财富管理公司与其他金融组织进行生态协作，获
得银行、经纪、保险和抵押贷款解决方案等能力。生态协作通常需要使用数字协作工具，能够帮助以敏捷和高
性价比的方式向客户提供新产品和服务，更有效地留住客户。

https://www.thoughtworks.com/what-we-do/enterprise-modernization-platforms-cloud/empc-hub
https://www.thoughtworks.com/perspectives/edition16-customer-experience
https://www.thoughtworks.com/perspectives/edition7-collaboration/article-business-ecosystems
https://www.thoughtworks.com/perspectives/edition7-collaboration/article-business-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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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科技棱镜》解析
机器学习（ML）和人工智能（AI）仍备受各行各业青睐，财富管理行业也不例外。全球资产管理市场的 AI 规模
正在以两位数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且随着财富管理公司积极利用数据资源来获得洞察力，并预测投资趋势，预
计这一市场有望在 2028 年达到 150 亿美元。

AI 解决方案有望带来一系列好处，包括加强模式识别，提高成本效益和数据处理准确度，增强预测能力和利用
广泛而分散的数据集的能力。财富管理领域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一系列热门潜在用例，包括情绪和趋势分析、交
易信号识别、欺诈检测、风险建模、投资组合管理和交易执行。

主要关注点在于一系列热门潜在用例，包括情
绪和趋势分析、交易信号识别、欺诈检测、风
险建模、投资组合管理和交易执行。

资产管理公司对 AI 和数据领域的大力投资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正在积极争夺各个业务方面的竞争优势。目前已
经有财富管理公司在利用 AI 驱动的动态平衡工具提高投资组合回报，并结合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用户创造内容
帮助衡量市场情绪。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gb/what-we-do/data-and-ai
https://futuremarketanalytics.com/report/ai-in-asset-management-market/
https://www.refinitiv.com/perspectives/market-insights/how-can-social-media-sentiment-point-investors-in-the-right-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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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在所有这些令人兴奋的进展当中，财富管理公司应留意 AI 带来的挑战。投资是一个高度依赖时机的复杂过程，
其中涉及的许多变量无法始终有效地进行建模。另一个潜在问题是 AI 用于“学习”一门学科的训练算法过度依
赖历史数据，这可能导致偏差持续存在，或由于使用过时信息而得出次优结果。

AI 不仅依赖于技术因素，还依赖于组织和战略因素，且仅靠 AI 无法制定出成功的投资或商业策略。许多财富管
理公司发现，投资 AI 不难，但确保这种投资能带来合理回报并在整个业务中广泛应用却并不容易。为了实现投
资回报，您可能需要调整组织结构，如重新定义角色或修改数据策略。

相关趋势信号包括：

•	财富和资产管理公司加速投资 AI。包括投资自身 AI 能力，如 BlackRock 集团创建 BlackRock 人工智能实
验室；或投资其他 AI 和数据公司，如 Abrdn 投资 Signal	AI。一些资产管理公司还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
如英仕曼集团携手牛津大学创立牛津大学英仕曼量化金融研究所，研究ML在投资领域的应用。

•	随着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将 AI 视为一项必备技能，数据科学家 /ML 工程师迎来就业热潮。招聘到合适人才并
非易事。招聘人员警告，对数据科学家的争夺可能推高薪资水平。

•	出现“纯”AI 管理或驱动的基金和投资平台。例如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 AIEQ，尽管其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低于市场基准，但其规模逐渐壮大，成熟度也越来越高。AIEQ 利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对市场情绪进
行稳定解读。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初创对冲基金，如 Numerai，从数据科学家当中众筹投资模型并根据预
测准确性向科学家提供回报。

•	AI 在应对监管和合规挑战方面的应用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财富管理公司通过“监管技术”实现后台部分
业务自动化，并减轻合规团队的工作压力，如满足欺诈检测或维护交易通信记录方面的要求。

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ai
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ai
https://www.man.com/maninstitute/oxford-man-institute
https://www.artificialintelligence-news.com/2021/11/22/data-scientists-pay-could-hit-100k-in-2022-amid-white-hot-jobs-market/
https://www.emergingtechbrew.com/stories/2022/01/26/how-the-world-s-first-ai-managed-etf-stacks-up-almost-five-years-later
https://numer.ai/
https://www.plugandplaytechcenter.com/resources/regtech-asset-management-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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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行业的商机
提速和增效：机器人顾问系统可利用 AI 和 ML算法，结合客户风险偏好和投资时限等客户信息，以人
类顾问无法企及的速度和规模生成资产配置建议。例如 Betterment和 SigFig公司就推出了此类机
器人顾问系统。事实证明，机器人投资顾问深受大众富裕阶层和年轻投资者的青睐。一些分析师预测，
到 2024 年，他们将管理超过 1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在 2020 年这个数字还是 4600 亿美元。

聊天机器人也有助于减轻财富管理专家的压力，并且可以通过自行处理简单互动和仅向专业人员转交
高优先级问题来降低客户服务费用。事实上，聊天机器人可以通过与客户的互动不断学习并逐渐优化
回复内容。

建立更流畅的客户引导过程：自然语言处理（NLP）是另一种人工智能技术。它可以减少新客户引导
和客户身份调查的阻碍与监管负担。在客户引导环节，财富管理公司必须收集详细的尽职调查和客户
身份信息，同时须确保不给客户增加负担。财富管理公司需控制客户需要手动输入的数据量，避免多
次询问相同的信息，但前提是保证所收集的信息涵盖所有合规要求。

NLP 为这一流程提供自动化处理平台，提供流畅的客户引导体验，并帮助财富管理公司免受与反洗钱
/客户身份验证（KYC）违规相关的处罚。

以上示例简要介绍了如何结合使用监管技术与 AI、ML 和 NLP，实现合规流程自动化并减少解读和满
足各种规定和报告要求所涉及的风险和工作压力。

解放人类投资顾问：利用 AI/ML 可减少手动程序，提高数据质量，进而解放财富管理公司和顾问，使
其更多地专注于拓展服务，向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分析建议。

Wealthfront等公司证明，AI 可以根据客户的投资偏好和以往行为创建模型并提供建议，同时根据最
新信息或市场状况变动，动态调整投资组合，矫正对核心战略的任何偏离。AI 甚至可以协助制定主动
投资策略，通过回溯测试和识别新阿尔法机会支持风险管理。这样一来，投资顾问可以集中处理客户
关系中依赖人的方面，包括制定重大决策、建立信任，以及了解客户需求和目标。

财富管理行业的未来将由机器和人类共同塑造，而不会出现 AI“取代”人类的情况。AI 和 ML 在成功
执行策略、提供见解和确保投资回报方面可以为人类顾问提供信息支持并增强人类顾问的核心作用。

视角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gb/insights/articles/intelligent-wealth-management-systems
https://www.betterment.com/
https://www.sigfig.com/home/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gb/insights/decoder/n/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
https://www.wealthfro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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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采用者的建议

了解何时使用自动化与增强功能

AI 和 ML 可以完全实现某些流程或工作的自动化，而对于有些流程或工作，AI 和 ML 可以辅助人类做出更好的
决策，识别其中的差异至关重要。自动微调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的构成可能不会遭到客户反对，但将主要
投资组合决策交给 AI 模型则可能会引发购买主动策略的高净值投资者出现负面反应。

考虑 AI/ML 的伦理影响，自始至终认真履行职责

AI 和 ML 正在扩展到复杂和敏感的领域，这类决策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需要用到敏感客户资料
或财务信息时。例如一款系统可能会根据以往财务指标向客户推荐或投资于一度表现良好的问题公司或资产，而
并未考虑伦理或声誉方面的不利因素。对此，应该尽早考虑所有潜在的影响，发现并评估各种问题，避免铸成
大错。还应考虑使用可解释 AI 方法，以便提高 AI 和 ML决策的透明度。

让顾问为角色变化做好准备

AI 可能影响到员工的工作，不要忽视为这类员工提供支持和赋能。重要的是，应向员工强调自动化可以帮他们
腾出手来执行更高层次的任务，而 AI/ML 增强功能可助力他们提高工作效率和建立更好的客户关系。制定清晰
的转型和发展计划，以便顾问高效地利用 AI 机遇，在客户面前扮演更具战略意义的角色。

AI 和 ML 可以完全实现某些流程或工作的自动
化，而对于有些流程或工作，AI 和 ML 可以辅
助人类做出更好的决策，识别其中的差异至关
重要。

谨慎选择您的 KPI

了解您试图使用 AI 和 ML来实现的指标，如客户保留率、新业务量，或投资组合的表现，衡量当前流程以确定
您的起始基线，并使用 KPI 来评估 AI 和 ML 是否确实带来了商业利益。有了适当的衡量基准，即使某个 AI/ML
方法不起作用，您也可以尝试使用其他方法来达到预期结果。

视角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https://www.thoughtworks.com/perspectives/edition17-ai-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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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执行稳健的数据治理和数据管理实践

AI/ML 技术仍然需要访问数据，如果您的数据是孤立、难以访问的，将很难进展顺利。对此，可考虑组织中的
数据所有权情况，因为在现有组织结构和架构无法鼓励各个团队生成数据并共享其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往往会
出现数据质量问题。最大的数据质量问题往往来自阻碍团队产生和共享数据源的组织结构和架构，这会限制透
明度和数据使用效率。

视角二：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本视角背后的技术趋势

自然语言处理（NLP）

财富管理流程包括提出创意、制定投资决策和生成投资组合等环节，要求分析师处理大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
据。非结构化数据可能包括新闻、交易所文件、发言、分析师报告和其他文件等。NLP 技术用于梳理非结构化
数据并抓取隐藏信号，再将隐藏信号输入 AI 模型生成各种投资决策。因此这种技术有助于处理大量数据并提供
有用见解，供人类或其他 AI 工具（要求采用具体的结构化格式）作进一步处理。

自动机器学习

鉴于 AI/ML 在关键服务领域的应用（如创建投资组合、欺诈检测和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日益扩大，数据科学家
和ML专家需要训练ML模型。自动机器学习工具可以帮助业务专家准备训练ML模型所需的数据，并进行测试
和调整。这样可以提高效率，降低对数据科学家和ML专家的依赖。

量子机器学习

只有具备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同样快速的决策能力才能抓住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量子机器学习能显著提高
信息处理与决策的速度和敏捷性。尽管量子计算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应用，但运用量子计算处理 AI 驱动的大型
数据集有望带来重大效益。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gb/insights/podcasts/pragmatism-in-practice/data-governance-data-driven-organizations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us/insights/blog/quantum-computing-illustrated-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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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三：加速迈向可持续发展

《科技棱镜》解析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越来越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这些因素瞬息万变，推动投资格局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围绕气候变化和社会影响的考量正逐渐成为关注焦点。一些投资者开始优先考虑甚至明确要
求投资可持续发展公司和资产。一些投资者甚至降低预期回报率也要选择符合 ESG要求的投资项目。

鉴于投资者（以及消费者和政府）要求企业担负起 ESG责任，新的商业需求应运而生，如践行环保责任，改进
公司治理，提高多样性。对于许多利益相关者而言，环保责任已从“加分项”变为“必备项”。为顺应这些趋势，
财富管理公司正在开发更多包含可持续发展要素的基金和产品。

随之而来的是投资者越来越看中企业的 ESG报告，并利用 ESG报告衡量企业的绩效和风险。然而 ESG相关披
露信息依然有限，而且杂乱无章。部分原因在于 ESG信息披露通常是自愿性质的，会产生相关成本，且尚未形
成业界公认的标准。但随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欧盟等组织提出了新的基准，这种局面正在得到改善。

技术和数据将成为财富管理公司达成 ESG 指
标的关键，帮助他们认清过去的“漂绿”行为，
识别注重形式化可持续发展而不重视采取实
质性措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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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数据将成为财富管理公司达成 ESG指标的关键，帮助他们认清过去的“漂绿”行为，识别注重形式化可
持续发展而不重视采取实质性措施的情况。技术和数据还将帮助财富管理公司证明ESG成果并以能与新一代客
户产生共鸣的方式传达价值观。

相关趋势信号包括：

•	可持续资产的迅速壮大和快速增长。预计到2026年，全球以ESG为重心的机构投资规模将从2021年的 18
万亿美元激增 84%，达到 34 万亿美元，在管理资产总规模中占比 22%。

•	Blackrock等大型投资者已然认识到，气候风险是一项投资风险。大型投资者对企业的 ESG相关透明性和
信息披露的要求日益严格，包括将 ESG绩效与高管薪酬挂钩，以及在长期战略中纳入详细的气候目标。

•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上市公司提出的气候风险披露建议规则要求其报告气候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和目标，
以及转型计划。

•	企业在ESG数据领域持续进行整合和拓展。为满足投资者对可信可持续性信息和分析的要求，投资研究机构
和数据提供商不断加强ESG能力，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并购专业机构。参见Morningstar 收购 Sustainalytics
或标普全球收购 The Climate Service。

•	基金管理行业越发确定其对企业部门的影响力。基金通过管理关系（包括与企业的直接合作和代理投票）推
动企业转向可持续发展实践。例如 2021 年，激进投资者为改变埃克森美孚的气候策略，争取到了埃克森美
孚的多个董事会席位。

视角三：加速迈向可持续发展

https://www.pwc.com/gx/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2/awm-revolution-2022-report.html#:~:text=London%2C%2010%20October%202022%20%E2%80%93%20Asset,in%20less%20than%205%20years.
https://www.blackrock.com/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2021-larry-fink-ceo-letter
https://tax.thomsonreuters.com/news/more-executives-could-see-their-compensation-tied-to-esg-goals-if-sec-finalizes-climate-disclosure-rules/
https://www.sustainalytics.com/esg-news/news-details/2020/04/20/morningstar-to-acquire-sustainalytics-and-expand-access-to-esg-research-data-and-analytics-for-investors-worldwide
https://investor.spglobal.com/news-releases/news-details/2022/SP-Global-Acquires-The-Climate-Service-Inc/default.aspx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lashghosh/2021/05/26/activist-shareholder-group-wins-two-seats-on-exxon-mobils-board-amid-battle-over-climate-change/?sh=66c1714942b2
https://www.forbes.com/sites/palashghosh/2021/05/26/activist-shareholder-group-wins-two-seats-on-exxon-mobils-board-amid-battle-over-climate-change/?sh=66c171494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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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行业的商机
随着有原则的投资规模逐渐壮大，企业将收获技术优势 :投资者越发倾向于将资金投入体现其 ESG原
则的项目。一项针对大众富裕阶层和高净值投资者的调查发现，超过 80%的此类投资者在管理投资时
会特别关注可持续性、伦理和环境问题，且过半投资者希望在未来五年将全部投资组合转换为可持续
投资项目。

随着“沉默的一代”和“婴儿潮一代”逐渐将财富传给其成年子女，ESG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因
为年轻一代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目标。研究表明，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通常根据或仅根据
ESG因素进行投资，而“婴儿潮一代”的这一比例仅 2%。

对企业而言，一项越发重要的能力是以快速和完全透明的方式向投资者提供 ESG相关信息和投资选项。
对此，企业需具备灵活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熟练的数据使用和分析能力。具备此等设施和能力的企业将
逐渐获得优势。技术能力可能会成为 ESG投资领域企业的主要差异化优势。

可利用备选数据集和 AI 评估 ESG 认证 :财富管理公司可增强用于评估投资的数据能力，进而提供差
异化 ESG方法。这包括运用技术采纳和处理更细化的指标，以及提高收集和处理非结构化数据的能力。
此外，还有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确定潜在投资项目是能切实实现 ESG结果，还是纯属故弄玄虚、假称
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理解新资产类别的 ESG 影响 :投资者对另类资产的投资需求与日俱增，而其中许多资产具有重大 ESG
影响。加密挖矿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并会留下大量的碳足迹。2020 年，比特币网络消耗的电力超过
了阿根廷全国的总电耗。财富管理公司需准备好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帮助客户把握来
自新资产类别的机遇。

对采用者的建议

提高基金组成方法和指标的可使用性

财富管理公司应明确用于构建投资组合的框架，包括可持续性和其他因素的权重，以便投资者在了解这些信息
的基础上做出配置选择。客户群体日益期待流畅的数字化沟通和洞察，为此可利用数据可视化和仪表板等实用
工具，与这些客户动态分享基金组成和其他关键可持续绩效指标信息。

运用技术实现以身作则

运用技术严格测量、检测和报告自身组织的 ESG绩效，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将这种评估实践推广到合作伙伴和供
应商。定期在组织内部传达 ESG绩效评估结果和 ESG政策，以便全体人员（包括从开发人员到直接接触客户

视角三：加速迈向可持续发展

https://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hk/en/intermediary/news-and-insights/hsbc-asset-management-sustainable-investing-survey
https://www.nasdaq.com/articles/millennials-are-a-driving-factor-in-the-growth-behind-esg-investments-2021-05-25
https://www.bbc.co.uk/news/technology-56012952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us/insights/topic/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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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员工）了解组织的关键战略考量。财富管理公司还应考虑其在董事会中可发挥的影响力，要求被投资公司加
强问责并提供有关可持续性政策和结果的透明数据。

数据可视化和仪表板可以成为分享基金组成
和其他关键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信息的动态
手段。

本视角背后的技术趋势

绿色软件工程

编程语言和实践的选择会影响企业的能耗和环境影响。如可行，财富管理公司应选择最节能的编程语言、技术
堆栈和算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软件运行产生的二氧化碳。此外，还可以比较训练 AI/ML 算法等产生的碳足迹
与其给企业带来的好处。

绿色云

企业可以采取的最佳可持续发展措施之一是实施更环保的数据中心战略。据预测，未来十年，数据中心能耗将
占全球电力供应的 10%以上。由于越来越多的财富管理公司开始采用云技术，因此可以对其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制定环境影响框架，以便测量和监控其碳排放和水消耗。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云和数据中心提供商正在
制定和报告可持续发展指标和实践。

联接无处不在

物联网设备与 5G技术的结合或将在尚无法获取财富管理服务的社区掀起新一轮普惠金融浪潮。5G技术让我们
离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并与顾问进行互动的愿望更近了一步。5G技术可能会改变财富管理公司
的数字产品，并为包容性经济创造可持续价值。

视角三：加速迈向可持续发展

https://greensoftware.foundation/
https://www.thoughtworks.com/what-we-do/enterprise-modernization-platforms-cloud/green-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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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四：“恶意”技术的影响不断扩大

《科技棱镜》解析
“恶意”技术通常与部署勒索软件、入侵系统窃取数据或制造计算机病毒等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此类网络犯罪
活动已经进入财富管理领域。鉴于涉及财务资源、个人信息和监管职责，这些活动可能会造成深远影响。

然而此类犯罪活动只是冰山一角。考虑到技术形势的发展，“恶意”技术的定义也应该相应扩展，以包含那些虽
然合法甚至被广泛接受，但最终会威胁社会福祉的行为。

就犯罪活动而言，一些财富管理公司可能不像银行和保险公司那样易受网络威胁，因为他们面向公众的基础设
施更少。大部分资产和交易都通过银行或保管人处理或执行。但财富管理公司持有包括客户资料和交易策略在
内的机密信息，这些信息对犯罪分子和竞争者都有很高价值。

明智的财富管理公司愈加重视网络安全。一项研究揭示，为富裕家族管理财富的私人机构将网络安全视为头等要
务，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市场和地缘政治风险。该研究还发现，96%的受访者曾遭遇过某种网络攻击。同时，网
络攻击越来越复杂，商务电子邮件入侵（BEC）和勒索软件的使用也越发频繁。

同时针对员工和客户发起社交工程与网络钓鱼攻击是一种主要的新风险。网络犯罪分子利用深度伪造和虚假信
息工具实施复杂的社交工程骗局。一些骗子甚至可以成功地模仿老板在电话里的声音，引导员工向他们的账户
汇款。还有一些骗子利用企业的名称、标识和网站地址制作严密钓鱼网站，以假乱真，诱骗轻信的客户。

随着使用Wi-Fi 网络和个人设备在家办公的人数激增，人们遭受网络攻击的概率增加，因为这些设备通常得不
到与企业技术设备相同程度的保护。勒索软件的使用和其他欺诈活动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更加猖獗，亟需采取
应对措施。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gb/insights/articles/responsible_tech_in_the_age_of_hostile_tech
https://www.ifcreview.com/news/2020/december/wealth-management-cybersecurity-is-the-no-1-concern-for-global-family-offices-survey-finds/
https://www.pwc.co.uk/issues/cyber-security-services/insights/assessing-threat-to-asset-and-wealth-management-sec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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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客户资料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以及业界逐渐采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财富管理公司需要应对“恶意”技
术鲜为人知的意外影响，即这些公司采用和部署的技术对人员或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鉴于财富管理产品开发
和服务定制越来越依赖使用和共享客户资料，有人呼吁财富管理行业也确立类似“希波克拉底誓词”的道德规
范，确保对客户资料的使用受到伦理标准的约束。

还有人担心 AI 在投资决策中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将会打破原有平衡并过度倾向于顺周期的利润驱动策略，削
弱可持续性或社会影响因素的作用。对此，可以通过可解释 AI 技术提高 AI 和 ML决策制定的透明度，帮助解决
这方面的问题。

随着使用 Wi-Fi 网络和个人设备在家办公的人
数激增，人们遭受网络攻击的概率增加，因为
这些设备通常得不到与企业技术设备相同程
度的保护。

相关趋势信号包括：

•	预计今年应对网络犯罪的成本将达到 7 万亿美元，到 2025 年，这一数据将飙升至 10.55 万亿美元，而 2015
年仅为 3万亿美元。

•	勒索软件的威胁增加，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的企业和机构首当其冲。如 BlackRock 的阿拉丁系统（服务 65 个
国家 9亿多客户）等大型投资和风险管理平台对财富管理行业大型参与者至关重要。这些平台越来越被视
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设施，因此也成为了潜在攻击对象。

•	安全成为财富管理公司的关注焦点。2020 年对资产管理行业首席信息官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网络安全和
隐私被视为最重要的技术投资领域，且超四成的组织报告网络安全事件有所增加。

•	为打击“恶意”技术，监管部门发布了针对金融行业的具体规定和标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投资管理领
域提出了新的监管规定，要求基金管理公司每年审核网络安全政策并通报重大安全事件。

•	加强审查技术应用对伦理和隐私带来的广泛影响。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等组织指出，扩大自动化分析技术在
投资领域的应用将诱发不当行为，因为这样就减少了人工决策流程，而此类工具没有善恶概念。

视角四：“恶意”技术的影响不断扩大

https://cybersecurityventures.com/boardroom-cybersecurity-report/
https://www.ncsc.gov.uk/news/joint-advisory-highlights-increased-globalised-threat-of-ransomware
https://www.ft.com/content/524a1fef-7bcd-4c2a-8e91-a2e7124c13e3
https://www.ft.com/content/524a1fef-7bcd-4c2a-8e91-a2e7124c13e3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xx/pdf/2021/01/2020-cio-survey-asset-management-industry-insights.pdf
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2-20
https://www.cfainstitute.org/en/advocacy/market-integrity-insights/2015/06/does-technology-test-ethical-foundation-of-the-investment-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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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行业的商机
加强网络安全实践以应对威胁：财富管理公司需在业务活动中加强网络安全实践，以应对日益严峻的
网络威胁（一些网络威胁背后甚至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识别违规行为可能导致的运营风险和声誉风
险；定期更新安全基础设施和政策，以反映市场和威胁环境的变化；提高对潜在攻击或脆弱性的认识，
制定可行的应对措施，以便在组织内部和客户之间形成一种安全文化。

谨慎选择合作伙伴：在复杂生态系统中，财富管理公司与本身就属于攻击目标的多种实体（如经纪人、
交易所和托管人）存在业务联系，导致各组织所面临的威胁都将大大增加。对此，财富管理公司应谨
慎选择合作伙伴，对其开展尽职调查，要求其实施类似标准，并确保其执行透明的安全和数据保护	
政策。

在网络安全、隐私和伦理方面脱颖而出：成功实施强有力的网络安全政策可助力您从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财富管理公司高度依赖客户信任。如果披露资料有助于获得个性化服务或更佳体验，大部分客户
是愿意披露其资料的。财富管理公司需通过缜密的策略来保持客户信任。为此，应加强对网络攻击的
防御，尊重客户隐私，并以透明方式考虑数据使用的伦理层面问题。

对采用者的建议

了解 AI 在保护网络安全方面的作用

AI 技术正迅速成为各大组织对抗网络威胁的热门工具，各种各样的 AI 产品纷纷涌现，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目的是使手动检测任务实现自动化，提供入侵警报等情报信息，并且仔细检查网络流量，以检测异常行为、违
反政策的情况或机器人故障。也许 AI 方法最关键之处在于，它们不仅能够限制受攻击面和填补漏洞，还能够帮
助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攻击，进而提前采用适当的风险缓解策略。

切记 AI 不是灵丹妙药

任何用于防御的技术都可能被攻击者利用，虽然企业可能会从 AI 中受益，但它并不是灵丹妙药。企业需要摈弃
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数据导向型工具视为“一体适用”的解决方案。相反，任何工具都需要成为贯穿整个
组织结构的广泛智能战略的一部分。例如，机器学习不能孤立地实现有效的安全性，它需要管理数据和模型的
生命周期，并反馈结果。

强调安全问题人人有责

安全问题需要视为关系到每个人的问题，包括客户（因为骗子或犯罪分子可能会直接攻击知名投资者或高净值
人士）。为此，可以采用零信任架构方法细分实体网络，并以一种安全扩展的方式覆盖安全和数据访问原则，根
据需要提供信息（既达到隐私保护目的，又不至于无法满足合理需求）。

视角四：“恶意”技术的影响不断扩大

https://www.thoughtworks.com/perspectives/edition13-security/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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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数据伦理框架

采用或构建一个数据伦理框架，向员工和客户明确如何存储、使用和保护数据。我们建议您只保留实际需要的
数据，不超过所需的量。鉴于客户特别重视数据保护，那么满足现代合规和隐私法律要求，尤其是金融服务方
面的法律要求，将为您带来竞争优势。若未能满足这些要求，可能会招致监管部门的严厉惩罚和处罚。稳健的
数据伦理框架还能为您整体数据战略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这种框架可为客户维系政策和数据集构建和使用提供
依据。

本视角背后的技术趋势

可解释 AI

利用 AI 和 ML工具分析数据并提出建议引发了“暗箱”问题，因为难以解释 AI 给出某一结果的原因。而根据 AI
模型和合规责任进行投资必须要理解相应结果，确保可追溯性，并检查在设计阶段是否有任何偏差。可解释 AI
是一套工具和方法，用于理解ML模型得出结论的依据。

安全第一

财富管理行业因其性质而成为了网络犯罪分子的天然目标，财富管理安全漏洞可能会导致财务损失和声誉受损。
财富管理公司必须将敏感数据相关监管审查规定刻在自己的“DNA”里，且必须在各业务方面（包括其 IT 系统）
严格遵守这些规定。整个软件开发流程必须谨慎考虑安全问题（而非在流程最后采取措施），还必须考虑通过自
动审查措施降低安全脆弱性。

生物特征识别

鉴于复杂的身份盗窃和金融欺诈风险，除安全密码之外，还需要考虑采用更多安全方案。财富管理公司处理交
易时通常需要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向客户进行确认，但电话和电子邮件通常没有全面的安全保护措施，甚至在
机构现场核验的纸质身份文件也无法保证万无一失。生物特征识别方法利用人体特有的生物特征确认客户身份，
其技术包括指纹识别、虹膜扫描、面部识别和声纹识别。

合规流程自动化

财富管理公司需收集和保存各种客户资料，包括客户身份验证信息、风险评级、协议和条款。这些高度敏感的
客户资料需要保密，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士获取。合规流程的自动化将促进相关活动的开展。

视角四：“恶意”技术的影响不断扩大

https://www.fintechfutures.com/2022/09/morgan-stanley-wealth-management-arm-hit-with-35m-data-protection-fine/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gb/insights/blog/ethical-tech/use-algorithms-responsibly-prioritize-expl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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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五：持续演进的人机体验

《科技棱镜》解析
投资者与数字世界的互动方式和对数字世界的期望正在发生改变。财富管理领域正在经历向数字化互动方式的
大规模迁移。研究表明，各个年龄段的投资者，无论净值高低，都强烈倾向于通过移动应用程序或网页与财富
管理公司交流，而非面对面交流。

新型解决方案和平台还将加快这一进程。传统设备正通过手势和语音交互扩展其应用范围，而且可以通过使用
数字孪生仿真对现实场景进行测试，引导消费者和模拟各种结果。尽管围绕元宇宙等概念的科技行业热点话题
层出不穷，但现在预测这种形势的发展还为时过早。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进一步交汇将为财
富管理公司开创新的天地。

诸如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和扩展现
实等新兴技术有望重塑服务和咨询理念。

诸如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和扩展现实等新兴技术有望重塑服务和咨询理念。根据高德纳公司的预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每天将有超过一个小时在元宇宙度过，且 30%的企业将在元宇宙上销
售产品和提供服务。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br/Documents/financial-services/deloitte-wealth-and-asset-management-4-0.pdf
https://www.gartner.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2-02-07-gartner-predicts-25-percent-of-people-will-spend-at-least-one-hour-per-day-in-the-metaverse-by-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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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疫情时代，基于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的交互可以为客户提供接近面对面交流的体验，提高安全性和便捷性。
法国巴黎银行已经开始提供虚拟银行解决方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客户浏览高度精确的潜在房地产投资项目效
果图。

连接人类和机器世界的交互技术还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精简流程。电话和面对面交流通常需要频繁接触、手
动操作和口头交流。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引发结果不一致和意外操作风险。

智能工作流程支持的聊天机器人、语音助手和虚拟平台能提高此等流程的自动化程度，提供更加一致的结果，并
为希望以数字化方式进行交易的客户提供更卓越的体验。此外，还能在远程工作环境提供类似体验，促进员工
之间的协作，提高员工创造力。例如财富管理公司 St.	James	Place就在尝试通过基于虚拟现实的培训帮助新
员工建立信心。

相关趋势信号包括：

•	苹果公司、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在互动娱乐和元宇宙领域的并购活动显著增加，如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	扩展现实（XR）消费者解决方案方面的投资激增，元宇宙和相关服务蓄势待发。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芯片巨
头高通科技宣布即将在欧洲建设扩展现实研发中心，并将其设想为“通往元宇宙的门票”。

•	财富管理公司采用更多虚拟平台并大举投资数字渠道，以满足“数字优先”客户群体的需求，如摩根资产管
理公司发布基于手机的增强现实版主要市场主题投资指南。

•	投资者对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元宇宙主题的投资产品和资产（如元宇宙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的兴趣陡增，
预计到 2024 年此类资产的管理规模将达到 800 亿美元。

•	数字助理（如 Truist	Financial	Corporations 使用的 Truist	Assist）利用最新 AI 技术改善客户体验，并提
供个性化财务洞察。

视角五：持续演进的人机体验

https://group.bnpparibas/en/news/vivatech-bnp-paribas-announces-augmented-reality-banking-experience
https://www.altfi.com/article/8541_wealth-manager-st-jamess-place-embraces-virtual-reality
https://news.microsoft.com/2022/01/18/microsoft-to-acquire-activision-blizzard-to-bring-the-joy-and-community-of-gaming-to-everyone-across-every-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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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行业的商机
与数字原生代互动 :财富管理公司需对计划开发的平台进行研究，并主动与期待更易获得、更具参与
性甚至游戏性体验的客户进行互动。巨额的财富传承将使年轻一代受益，这一代也是数字原生代，即
成长在满是电子设备和虚拟世界环境的一代，他们希望在自己选择的科技驱动平台上使用定制化服务。

自动化技术简化操作流程 :随着客户需求的增加和收入空间的压缩，将不可避免地推动自动化技术的
应用，以简化操作流程。一些环节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聊天机器人，例如客户引导环节。

扩展现实用于员工培训 :在后疫情世界，随着线上远程办公日益普及，员工已经开始对频繁的视频电
话感到疲倦。对此，财富管理公司可投资扩展现实，向远程办公的员工提供更卓越的、能促进协作和
尝试的体验。新兴的虚拟平台可以复制真实世界的互动，用于培训员工，帮助其磨练技能，也可用于
测试不同的客户互动方法。

通过与虚拟世界保持密切联系来保持领先 :财富管理公司如能尽早探索虚拟世界在投资组合和自身经
营活动的潜在应用，将能更充分地满足当前和未来投资者的预期和希望。

对采用者的建议

构建利用新兴技术的能力

增强现实、扩展现实、元宇宙等新兴技术需要传统财富管理软件开发中并不常用的专业知识。例如，用户在虚
拟现实环境中的交互方式与其在网络应用环境中的交互方式大相径庭。这就要求应用程序创建者以截然不同的
方式来思考用户的选择和体验。若想利用这些新体验，财富管理公司需要从现在就开始构建相应能力。

积极寻求下一代主导技术

一些相对简单的增强现实功能已经转化成市售商品，而且其商业属性将不断提高。大部分财富管理公司暂时不
会着重考虑采用更先进的应用和构建更宏大的虚拟世界，或无法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哪些扩展现实 /元宇宙
平台和解决方案将长期引领这一领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而目前已投入使用的平台和解决方案在元宇宙中可能
只是昙花一现，如同浏览器领域先驱Netscape。财富管理公司应积极寻求有望成为这些领域中的“谷歌”或至
少是“雅虎”的平台。

请记住，这些技术改变了用户体验和设计过程

以扩展现实（XR）为例，跨维度工作是一项挑战，但同时也需要考虑情感互动。财富管理公司和客户在虚拟世
界中的表现是不同的，这可能会产生道德和伦理影响。此外，如果情感信号的传递方式不同或难以正确把握，交
互很可能会受到影响或偏离主旨。

视角五：持续演进的人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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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实施变革

某种程度的供应商锁定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设备、数字世界还是它们生成的数据中。接受现实，但也要准
备实施变革。对于您的公司而言，采用一个平台可能是目前的最佳解决方案，但从长远来看未必如此，这取决
于生态系统和您的需求如何发展变化。

本视角背后的技术趋势

元宇宙和 Web3

元宇宙和去中心化“Web3”技术依然是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Meta 公司宣布将持续数年致力于元宇宙的开发，
尽管有报道称其未能实现部分内部目标。财富管理公司需评估投资者无缝收购、持有、报告和评估相关资产（作
为其整体投资组合的一部分）的必要能力。

智能自动化、代理和机器人程序

光学字符辨识等自动化技术可减少纸质文件的使用并加快开户流程。诸如对账等许多后端流程可以通过机器人
过程自动化工具实现自动化。聊天机器人已经从回答简单客服问题发展为可以熟练使用 AI 技术和预测性分析，
向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财务建议。诸如此类的智能自动化技术可以推动优化客户服务并提高运营效率。

边缘计算

边缘计算指以分布式方式（如在单个设备而非中央位置）存储和处理数据，加快处理速度。此项技术可以帮助
机构通过面部识别防止欺诈，或快速提供相关服务或建议。处理速度快，支持实时决策，且向中央位置传输数
据的能耗较低，有望减少碳足迹。

视角五：持续演进的人机体验

https://www.thoughtworks.com/insights/articles/metaverse-practical-review
https://www.cnbc.com/2022/10/15/meta-horizon-worlds-metaverse-losing-users-falling-short-of-go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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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财富管理的几项要点
我们通过前述五个关键视角进行探索的各项技术趋势都有可能颠覆财富管理行业的某个方面，如果能综合利用，
则将推动财富管理公司进行重大转变，加速行业变革。

下图介绍了本报告探讨的最有可能影响财富管理行业的新兴技术和成熟技术趋势。

预
测

分
析

采
纳

已经出现的趋势 刚刚显露的趋势 即将出现的趋势

自动合规

边缘计算 绿色云

可解释AI

平台战略 安全第一

绿色软件工程 自动机器学习生物特征识别

数字体验平台

连通无处不在 元宇宙和Web�

自然语言处理 量子机器学习

协作生态系统战略

建议首先考虑采用左上角的技术。当您突破该阶段后，我们将介绍需要关注和分析的其他发展趋势。目前您可
能无法深入研究这些趋势，但应保持关注。

通过变革视角，我们确定了财富管理公司采用正确技术组合时将会出现的三个重要转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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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1：财富管理民主化
财富管理历来被视为专门针对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客户群体的服务。无数的精品财富管理公司争相服务为数不多
的超级富豪客户和家族企业。此类投资者能够获得最佳研究、咨询和投资方案，并据此获得最丰厚的投资回报。

而小额投资者能获得的投资工具有限，也无法享受专业财富管理咨询师的服务。现在，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
初创公司的技术支持和创新成果为小额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曾经被忽略的某些投资者群体现在
也能获得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满足其具体财务需求。

关于未来财富管理的几项要点

变革潜力

随着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特别是亚太地区的中产阶级，财务咨询和投资相关服务的市场需求也日益强劲。当前
经济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导致通胀压力增加，迫使人们寻求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项目。这为财富管理公司创造
了一个巨大的未开发市场。Robinhood等公司已经将大量新投资者引入这个市场。这些投资者正在寻找同样简
单和直观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他们的财务规划需求。

财富科技初创企业已开始向小额投资者提供机器人咨询服务、另类投资产品、结构化产品和数字资产。以用户
体验为中心的自助式财富管理方案和数字渠道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新手和成熟投资者。

然而并不是说传统财富管理公司将落入下风。传统财富管理公司也在利用技术投资扩大产品线，以争取更加广
泛的客户群体。混合咨询业务模式通过自助式服务渠道带来了额外的稳定收入，而咨询师则继续专注于服务高
端富裕客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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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

向各客户群体提供有效的财富管理服务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因为不同的客户群体有不同的诉求，难以一一
满足。

• 商业模式调整：为服务庞大的客户群体，财富管理公司需要调整商业模式。构建和维护数字财富管理平台离
不开重大技术投资。大企业可以采用混合商业模式，而小公司只能选择适当的目标客户并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 提供复杂产品时开展尽职调查：向大众富裕阶层客户提供复杂结构化产品和另类投资方案时，须认真开展监
管、合规和适当性检查，这势必会带来操作上的挑战。

变革背后的技术

• 智能助理、智能代理和机器人：服务为数众多且不同类型的客户群体需要采用数字化方法，运用智能助理处
理多种工作。在财富管理行业的主要用途包括目标制定、风险预测和投资组合配置，以及回应大众富裕阶层
客户的一般服务查询。

• 机器学习平台：鉴于财富管理公司目标客户范围越来越广，因此更需要创建、训练和管理不同的ML模型。
有了机器学习平台，便无需重头构建这些能力。机器学习平台还能为数据管理和模型部署提供端对端解决方
案，并促进数据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业务人员之间的协作。

我们所看到的当前形势

向所有类型的投资者赋能并提供财富咨询渠道是
众多财富管理公司最关注的领域之一。除提供市场
渠道外，财富管理公司还注重帮助和教育投资者，
助力其实现财务目标。通过数字咨询解决方案获得
财务见解，这些投资者将受益于财富管理公司的专
业知识。大范围推广这种做法将有助于财富管理公
司锁定更广泛的潜在客户。

关于未来财富管理的几项要点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us/insights/blog/digital-innovation/making-investment-equitable-democratizing-financial-insight-in-the-digital-era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us/insights/blog/digital-innovation/making-investment-equitable-democratizing-financial-insight-in-the-digita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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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2：财富管理行业转变商业模式
财富管理历来是由顾问推动的业务活动。客户依赖顾问的专业知识开展财务活动和实施投资策略。这种基于咨
询费和佣金的模式受到了新参与者的威胁，后者通过低成本数字解决方案处理各项财务事务。现在，在客户引
导、目标规划、咨询、投资和报告活动中，人工干预已经完全或近乎消失。在这些领域都有提供专业服务的公
司，财富管理公司可以选择适当的服务提供商与之合作。这一协作模式对财富管理公司、服务提供商和客户等
都有益处。财富管理公司可直接使用专门服务，无需自行构建和维护。

促使现有财富管理公司转变商业模式的其他因素包括市场变化、客户期望和竞争者力量。许多大型公司正考虑
使用混合财富管理方案，其中顾问继续服务少数高端富裕客户，而大众富裕阶层客户将使用自助式服务。

关于未来财富管理的几项要点

变革潜力

今天年轻一代成年人的期望和投资行为与其“沉默的一代”和“婴儿潮一代”长辈非常不同。习惯通过手机获
取购物、交通和度假计划等服务的年轻一代投资者也希望通过自助方式进行投资和财富管理。若要与这些投资
者互动和服务这些投资者的需求，财富管理公司须采用敏捷的数字化方案，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客户体验。

越来越多的客户希望将其所有金融服务都整合在一个服务包中，以便一目了然的看到。通过安全 API 发送客户
财务信息不仅便于客户查看他们的综合财务状况，还有助于财富管理公司和其他机构推广新开发的创新金融产
品。

迫于成本压力和初创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传统财富管理公司开始拓展新客户群体并构建数字生态系统来满足
他们的需求。各式各样的参与者都加入到这个平台，并利用他们在小众领域的专业知识为客户提供相关产品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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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

财富管理公司在转变商业模式以更好地服务客户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

• 大规模技术投资：转向数字参与模式需要管理团队投入时间和资金，并明确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经证明，
“部分履行”策略不仅成本高昂，还将损害企业的声誉和业务关系。

• 固化的遗留系统：技术挑战可能会限制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客户期望的能力。核心遗留系统可能会阻碍企业
向客户提供无缝数字体验，或进行基于工作流的高效率自动化处理。

变革背后的技术

技术正广泛应用于解决客户问题和提高操作效率。推动这一趋势的部分关键技术包括

• 平台战略：在基础设施平台基础上构建业务能力平台可为组织实现价值最大化，因为可以加快新产品交付，
提高客户参与度和满意度，最终增加收入。

• 协作生态系统：不同类型的客户、系统、小众服务提供商和财富管理公司可展开协作，实现能力互补，进而
创建一个协作生态系统，最终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客户在同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所有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财
富管理公司则有机会交叉销售其他产品和服务。

我们所看到的当前形势

Thoughtworks 与大型银行集团私人银行业务部
合作创建了一个跨各种功能的新数据平台。这个平
台可帮助企业就未来增长机遇制定明智决策，同时
根据高质量投资组合信息实时赋能客户和员工。有
了坚实的技术基础，银行数据模型就能随银行业务
的发展变化进行扩展。

关于未来财富管理的几项要点

https://www.thoughtworks.com/en-us/clients/top-10-wealth-management-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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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3：咨询服务个性化
在制定投资决策时，每一个财富管理客户都有其具体的目标、偏见、投资偏好和风险偏好。例如一个客户可能
因一家公司业务活动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就对投资该公司股票持保留态度。财富管理公司通常会尊重客户意
愿，记录所有相关变量，制定财务计划并着手实施。

随着数字化参与模式的推广，此项咨询工作已开始交由机器人顾问负责。尤其针对大众富裕阶层客户，鉴于其可
投资资金有限，因此不需要人类顾问进行干预。在 AI 和 ML技术的支持下，机器人顾问帮助客户设定目标，预
测风险，并根据这些参数选择目标投资组合。

尽管如此，这些服务目前仍难以实现个性化。机器人顾问根据少数几个基本问题和参数向客户提供建议，其回
答难免过于商业化，这将让客户感到失望。对此，企业正部署 AI/ML 技术并利用海量历史数据训练模型，以提
高机器人咨询建议的有用性。

尽管机器人顾问的成本更低且效率更高，但他们缺乏人类顾问的情感能力和个性化能力，这样的商品化建议并
不总是能与客户产生共鸣。

因此许多企业开始投资创建工具，帮助人类顾问与客户进行更高质量、更有意义的对话。其中包括相关客户信
息、市场洞察和投资组合分析，帮助顾问与客户进行对话并提高个性化。

关于未来财富管理的几项要点

变革潜力

技术引领的个性化趋势体现在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从我们阅读的新闻到观看的电影、在购物网站上购买的商品
再到点的食物……我们已经习惯于被规划的体验，因为它既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又帮助我们轻松做出决定。财
富管理客户期待在制定财务决策时也有类似体验。他们不希望耗费时间阅读大量研究资料和分析市场数据后再
制定投资决策。技术的创新使用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为客户提供多种可选投资方案。

同样，顾问也希望在与客户交流或会面之前对其进行一定了解。这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数据筛选，再结
合市场洞察为具体客户制定可行方案。若能通过某种手段帮助分析客户数据和提出建议，将减轻人类顾问的工
作负担并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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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挑战

财富管理公司（或其顾问）若要向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体验或服务，需应对多种挑战

• 公司内部数据分散：进行分析和智能推荐所需的不同类型客户、交易和市场数据可能储存在公司 IT 部门的
不同数据孤岛。储存系统不同，数据格式不一致，导致难以应用任何有效的参与工具。

• ML 模型培训数据：AI 技术的有效性取决于训练模型时使用的数据质量。创建适当数据集，考虑投资者行为
的所有方面，对成功运行ML模型至关重要。

变革背后的技术

• 边缘计算：随着物联网和手机等设备的功能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处理能力被安装在这些设备上，以加快响
应时间。安装摄像头关注进出机构的客户并将客户信息透露给顾问有助于改进服务体验。

• AI/ML 技术：AI 协助的机器人顾问或聊天机器人可帮助评估客户的理财需求并提供针对其理财目标的方案
建议。在利用历史数据和数字反馈循环的同时，可以应用 AI 技术帮助客户实现流程和决策自动化，从而增
进其与客户的关系。

我们所看到的当前形势

传统和新时代财富科技公司争相构建智能财富管
理系统，以个性化、安全和直观的方式满足客户需
求。其中部分好处包括：向广大客户提供定制化理
财建议，动态优化投资组合，提供 AI 驱动的洞察，
并运用有情感智力的机器人顾问。综合运用这些技
术有望提高客户对个性化服务的满意度。

关于未来财富管理的几项要点

https://www.thoughtworks.com/insights/articles/intelligent-wealth-management-systems
https://www.thoughtworks.com/insights/articles/intelligent-wealth-management-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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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一系列新兴技术正在进入财富管理行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帮助财富管理公司开发新的客户互动方式，
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客户能够制定更加明智的投资决策，且许多客户还可以
获得他们过去无法获得的产品。

Thoughtworks 与各行各业的组织密切合作，谨慎分析他们的需求，以确定哪些技术和能力最能帮助实现他们
想要的结果。

当您展望未来的产品和服务时，我们已经准备好帮助您创建方案，优化预算和各项工作，帮助您开发更智能、更
高效而且更便于客户获取的财务管理服务。

如要了解更多信息，咨询我们团队可以提供什么帮助，请立即联系我们。

Thoughtworks 团队
Prashant Gandhi
金融服务业务发展总监
pgandhi@thoughtworks.com

Hemant Ranade
金融服务首席顾问
hemant.ranade@thoughtwor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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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works 是一家集战略、设计和软件工程为一
体的全球技术咨询公司，致力于推动数字化创新。在
过去 25 年时间里，我们通过帮助客户解决复杂的商业
问题，以技术作为差异化手段，携手客户共同造就了
非凡影响。

https://www.thoughtworks.com/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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