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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家族企业和高净值人士。

高净值人士掌握的可投资资产仍在逐年增加，而从财富管理和传承的需求性上看，如今创一

代普遍到达了退休的年纪，家族换代和财富传承的问题越来越迫切，更多的高净值人士和高

资产家族已经采用或正在考虑采用家族办公室作为家族管理、财富传承的专业手段。总的来

看，家族办公室行业在中国的市场前景广阔，面临较大的发展机遇。家族办公室在西方已经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成熟的财富信托机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财富管理模式。然而

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刚刚十余年，整个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商业模式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

各个要素的设计和搭配没有经过科学分析。该行业在实践中的摸索亟需提炼到学理高度，并

用理论研究成果反过来指导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然而，尽管国内外针对商业模式理论的研究

已经不少，但真正运用到分析家族办公室的应用型研究还是不足，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向和

研究结论方面，大多是描述商业模式各个要素，并未明确商业模式的内部结构和运作逻辑，

这导致初创的家族办公室明知有商业模式理论但不知从何入手，而已成立的家族办公室则无

法对商业模式各个要素（例如：客户、业务、资源、财务等）进行深入分析并寻求改进建议。

基于此种状况，本文聚焦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运用商业模式画布为工具，通过两

个研究，深度分析家族办公室的现状。研究一从行业宏观视角入手，对国内 35 家家族办公

室进行问卷调研，调研结果以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式呈现，对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各要素

（价值主张、关键业务、重要合作、核心资源、客户细分、渠道通路、客户关系、成本结构、

收入来源）进行详细分析。研究二从组织的微观层面入手，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选定一家

本土家族办公室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试图挖掘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中的潜在问

题与改进思路，在客户模块、业务模块、核心资源、重要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度探讨，从而进

一步明晰了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结构：家族办公室在初创时构建商业模式，或在发展

过程中调整商业模式时，首先应从分析商业模式的客户模块入手；再根据客户需求和客户关

系的质量来设计关键业务。本研究认为在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中，“客户”模块处于家族办

公室商业模式的核心，并决定了重要合作关系的构建、核心资源配置、关键业务设计、价值

主张传递，最终通过调控收入和成本的均衡，实现长期盈利。在研究一和研究二的基础上，

本文又对家族办公室行业进行了机遇和挑战的分析，还分别从客户模块、业务模块、资源模

块、财务模块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提出一系列改进建议，最后还对未来战略规

划提出家族传承信托服务、家族企业股权治理方案这两点战略方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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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China's economic takeoff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a number of prominent 

family businesses and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have emerged in mainland China. The 

investable assets holding by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are still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hil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has generally reached the retirement age. 

Given the demands of wealth management and inheritance, the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issue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recent years, more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have adopted or are considering using family office as a 

major tool for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and wealth inheritance. In general, the 

market prospects of Chinese family office industry are promising with grea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family offices have gone throug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a sound wealth management model has been built on 

the basis of a mature wealth trust mechanism. On the contrary, this concept was only 

introduced to China more than a decade ago, and the whole industry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n terms of business model, there are huge room for improvement because the design 

and collocation of various business elements have not been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Chinese local family business has to be raised to a high level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theoretical wisdom should be used in turn to guide the 

family office practice. However, despite huge amount of business model theory studi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theory is barely used to analyze the Chinese local family 

office. In terms of research direction and research conclusion, the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how to describe various elements of business model, rather than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logic of business model. Although the start-up family 

offices regard business model theory as a tool,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 and where to start from; and the mature family offices could not use business 

model theory to improve its current operation. Based on this circumstance,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business model of local family offices in China. By using business model 

canvas as a tool, the thesis conducted two research to deeply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local family offices. Research One was from industry level (a 

macro perspective). We sent questionnaire to 35 family offices. The results were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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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mainly including 9 elements of business model canvas 

(key partners, key activities, key resources, value proposition, customer relationships, 

channels, customer segments, cost structure, revenue). Research Two was from 

organization level (a micro perspective). We used case study method by selecting a local 

Chinese family office for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research tried to find the potential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directions of the target family office. The analysis mainly 

focused on client module, business module, key resources, and key partners.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usiness model of Chinese local family office was built based on 

the result of Research Two: the client module should always be the core of family office 

business model, no matter whether the office is at a start-up stage or a development 

stage. The design of key activities should be in line with customers’ demand and the 

level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s. As the core, client module deter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key partners, the allocation of key resources, the content of key activities, and 

the level of value proposition. It then influences the balance of cost and revenue of the 

family office, and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long-term profitability of the family offic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One and Two, the thesis furth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ese local family business industry, gives 

suggestions respectively from client module, business module, resource module, and 

finance module. Finally, it also proposes two strategic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rategic 

planning: family inheritance trust service and family business equity governance plan.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自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蓬

勃的发展势头，陆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其中有不少是以家族持有所有权和治理

权的家族企业。在《2017 福布斯中国上市家族企业 100 强》的榜单中，恒大、美的、碧桂

园、比亚迪等耳熟能详的知名企业赫然在列。这些家族企业在不断推进我国经济与社会进步

的同时，也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高净值群体。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9 年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8 年，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

到 197 万人，2016-2018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2%。在资产规模上，2018 年中国个人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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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规模达 190 万亿人民币，2016-2018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从人均来看，2018 年

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 3080 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 61 万亿人民币。 

当高净值人群完成初期财富积累后，如此巨大的财富池引发了新的“烦恼”。2015 年发

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对我国 4161 个样本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家族企业主

的平均年龄为 49.91 岁，50 岁以上的企业主约占被调查总数的 1/2。没有人可以抵挡自然规

律，随着“创一代”们逐渐到达退休年龄，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家族企业逐渐步入富一代“退

休”、富二代“接班”的转型期。中国传统观念十分看重家族和家族传承，先辈累积财富往

往是为了让后人有更好的生活。此时这一群体即将面临一个普遍性难题：如何实现家族企业

和家族财富的平稳传承，如何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因此，近年来高净值人士尤其是

家族企业管理者的财富管理目标也在悄然转变：在基本完成“创造财富”之后，“保有财富”、

“传承财富”成为他们新的追求。早在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 2017 年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

报告》中就发现，“保证财富安全”已经成为高净值人士的首要财富目标，其次是“财富传

承”和“子女教育”，而“创造更多财富”已经被挤出了前三。 

需求催生供给，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些家族财富管理的试水者，“家族办公室”是其中

较为典型的一类组织。根据美国家族办公室协会（Family Office Association）的定义，家族

办公室是“专为超级富有的家庭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和家族服务，以使其资产的长期发展符

合其家族的长期目标，并使其资产能够顺利地进行跨代传承和保值增值的机构” （张晓婧，

刘茜&张兴荣，2012）。家族办公室借助家族成员和家族企业的理解、信任与配合，为其提供

私密化、定制式的财富管理服务。实际上，这一概念在国外不仅早就不再新鲜，而且早已发

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早在 19 世纪中期，西方富豪们就开始研究如何管理家族财富。大约

在 19 世纪 70 年代左右，为了解决因财产传承所导致的企业分化、家族分裂的问题，英国诞

生了最早的信托制度。为了规范信托活动，还颁布了一系列信托法令，例如 1893 年颁布的 

《受托人条例》和 1896 年颁布的 《官选受托人条例》。信托机制既能保全资产完整性，又

能有效协调各方权益人的利益关系。在信托制度的基础上，资产大亨们进一步探索如何管理

家族财富，1882 年，洛克菲勒家族成立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办公室。一百多年间，家

族办公室以其专注打理家族财富、并在最广泛意义上保全家族商业利益的显著优势，实现飞

速发展，并推动了通过家族信托进行财富保值增值的运作模式日臻成熟。家族办公室专门为

超高净值家族提供综合性财产管理和家族服务，不仅逐渐形成了制度化的成熟产业，而且为

企业传承、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富强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郭党怀，2019）。 

最近五到十年间，中国的高净值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接触“家族办公室”这一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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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大部分中国家族而言，这依然是一个新兴事物。许多人甚至难以回答什么是家族办公

室？家族办公室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建立/选择/运作一间家族办公室？如何借助家族办公

室的力量，进一步管理财富、认识财富？更为遗憾的是，实践中的困惑还远未得到学术研究

的理论性解答。纵观当前本土家族办公室理论研究，主要有两类主题：国外家族办公室发展

经验梳理，并进行中外家族办公室对比；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发展现状调研。但在“认清是

什么”的下一步，即“想清为什么”，却还缺少关注。换言之，学术研究还不足以回答下列

问题：当前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存在哪些痛点？如何通过优化外部环境和改进自身商业模式

来解决痛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应该如何制定发展战略？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才是最适合

中国高净值人士和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真正需求的最佳范式？ 

要想真正理解本土家族办公室的经营状况，找到痛点、解决问题，寻找到一条长足发展

之路，就必须深入分析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论及商业模式对现代企业的重要性，现

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

模式之间的竞争。”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基本机制，是企业的基本生意模型。它是企

业整个投入产出营运过程的基础性逻辑，是企业系统组织经营活动的依据和蓝本（程愚，孙

建国，2013）。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短期内可以确保企业在竞争中生存乃至盈利，长期看则是

企业基业长青、实现成功的必备前提。无论是新成立的企业、发展上升期的企业、还是遭遇

瓶颈亟待突破的企业，商业模式都是在竞争中生存壮大的关键。在学理研究方面，商业模式

理论相对成熟，常用于分析行业或企业发展现状，通过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多个要素及其关系

的分析，找出企业经营中的不足，并进行针对性改进。但是，不同的行业有各自不同的特征，

并且由于中西方市场环境、文化观念、财富管理现状的诸多差异，西方的经验难以直接照搬

到中国。因此如何运用西方成熟的商业模型理论这把“解剖刀”，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行

业进行条分缕析的深入分析，找出痛点并提出改进建议，是一项十分必要但尚未深入的研究，

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1.2  研究内容 

围绕“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未来应如何发展”这一核心议题，本文需要探究若干相关问

题，具体如下： 

1）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行业的整体发展形势及商业模式现状； 

2）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构建商业模式的具体思路，尤其是在客户、业务、内部管理与

外部关系、财务等关键模块的做法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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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行业的未来机遇与市场痛点，以及基于此的发展规划。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设计了两个研究，同时从宏观角度（行业）和微观角度（组织）

入手，运用商业模式画布理论作为工具，探究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现状。在此基础

上，结合行业未来机遇和发展痛点分析，提出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改进建议和战略

规划。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研究一从行业宏观视角切入，对当前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进行全景调研，分析本土家族

办公室的商业模式，基于商业模式要素画布模型的九个要素，从三个界面、九个维度详细分

析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包括价值主张、核心资源、关键业务、重要合作、客户

细分、渠道通路、客户关系、成本结构、收入来源，并最终勾勒出我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

模式要素画布模型。研究一的优点是信息收集面更广泛，更能反映行业总体情况，但受制于

研究方法和研究样本的多样性，在某些要素分析上难以深入挖掘。 

研究二从组织微观视角聚焦，选取一家有代表性的 K 家族办公室，对其进行案例分析，

深度剖析 K 家族办公室构建商业模式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目前各要素的布局状况。研究二

是对研究一的有效补充，通过多次访谈，得以挖掘更接近实际经营的核心信息，方能看到家

族办公室在进行商业模式构建时的细致思考。 

在结构安排上，根据以上研究内容和设计思路，本文的各个章节内容、具体结构安排如

图所示。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阐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概括

本研究的创新意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系统梳理“家族办公室”和“商业模式”两大板块

的文献成果，一方面了解家族办公室研究现状，明确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找寻合适的商业模

式分析工具，以便开展后续研究。第三章为研究一“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现状调研”，运用

问卷调研法进行行业调研，设计问卷并向 35 家本土家族办公室进行发放，基于回收的数据

描绘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行业现状及商业模式。第四章为研究二“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案

例分析——K 家族办公室”，以 K 家族办公室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和案例分析，找出

家族办公室构建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明确各要素关系，及各自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第五

章为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建议，首先进行行业分析，找出发展机遇和痛点，再结合

第三章和第四章找出的当前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现状，提出改进建议。最后第六章为总结，

归纳总结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提炼理论贡献、实践意义，并指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

来改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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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整体研究方案示意图 

 

1.3  研究方法 

根据各部分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不同，本文将采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等多种

研究方法，以期最大程度实现研究预设目标。研究过程中首先采用了文献研读法，了解目前

国内外学者们对家族办公室的研究情况，尤其是中国学者对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关注点，以及

商业模式研究现状，试图寻找可以用于分析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的工具。接下来，

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国内 30 余家家族办公室发放问卷，根据回收的数据进行行业研

究，勾勒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画布模型。研究二采用案例研究，深入了解研究对象

K 家族办公室的经营状况。最后，本研究还进行了行业分析，系统梳理家族办公室行业在中

国的发展机遇和市场痛点，以此为指导，对未来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改进提出可行性建

议。 

 

1.4  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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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办公室在国外已经相对成熟完善，但在中国仍然缺乏有深度的理论探究。本研究对

于家族办公室领域的研究意义有如下三点。 

1）创新研究选题与视角。在家族/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研究的范畴内，家族办公室是一

个较为新颖的选题，其理论分析结构尚未成熟，总体上还处于探索性阶段。本研究创新性地

从“商业模式”的视角出发，不仅考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现状，并且对其优势和不足进

行详细的探究。对家族办公室研究而言，本研究描绘了行业内商业模式的普遍状态，并通过

案例分析，对其中的关键要素进行深入剖析。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重新梳理商业模式的各

个要素在家族办公室这一领域的内部逻辑关系。对于商业模式研究而言，本研究将现有研究

的两个主要关注点——包含的基本要素、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适用于中国本土家族办公

室行业分析，验证了商业模式理论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适用性。本研究提出的家族办公

室行业各要素的逻辑关系更是对现有商业模式画布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为要素之间关系的

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2）拓展研究方法与范围。以往针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大多采用定性方法，并且以逻辑推

演为主，较少采用实证研究。而本研究不仅力争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并且综合运用了访谈、

问卷、二手数据分析等多种方法，同时覆盖宏观行业视角和微观组织视角，做到了研究设计

立体、研究范围全面，从而使得本研究的结论更具力度。 

3）解决现实发展的需求。目前针对家族办公室的理论探讨还比较少，本研究在统观家

族办公室经营现状的基础上，对家族办公室的经营模式界定与设计进行详细的理论研究。不

仅如此，本研究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帮助未来的本土家族办公室探索更适宜

的发展道路。 

放眼未来，家族与家族企业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未来中国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高净值人士的财富积累与投资

也将助力中国投资与消费市场的持续增长。因此，探索中国家族办公室的发展道路，也是在

助力未来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我国民营经济实现新一轮腾飞。 

 

1 Introduction 

1.1 Research Background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China's non-

public economy had maintained a vigor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which l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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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private enterprises. Among them, many 

were family businesses with various level of family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The 

"2017 Forbes China Listed Top 100 Family Business List" included Evergrande, Midea, 

Country Garden, BYD and other well-known companies. These family businesses, 

while continuously advancing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had also bred a 

large high net worth group. According to the “China Private Wealth Report 2019” 

jointly issued by China Merchants Bank and Bain & Company, in 2018, the number of 

high-net-worth individuals in China with investable assets above 10 million yuan 

reached 1.97 million, with an average annual compound growth rate of 12% from 2016 

to 2018. In terms of asset size, the total size of China's personal investable assets 

reached 190 trillion yuan in 2018, and the average annual compound growth rate from 

2016 to 2018 was 7%. In terms of per capita, in 2018, China's high-net-worth 

individuals held about 30.8 million yuan of investable assets per capita, holding a total 

of 61 trillion yuan of investable assets. 

After the high-net-worth individuals completed their initial wealth accumulation, such 

a huge wealth pool caused new "troubles." The "2015 Report on Family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ch contained a sample survey of 4161 companies in China 

shew that the average age of family business owners in China was 49.91 years,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 surveyed business owners were over 50 years old. No one could 

resist the natural law. As the "founding generation" gradually reached the retirement 

age, the earliest family businesses in China had entered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retirement and succession.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is group was about to face a universal 

problem: how to realize the smooth inheritance of family businesses and family wealth, 

and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 Wealth does not pass three generations". Therefore, 

the wealth management goals of high-net-worth individuals, especially family business 

managers, had quietly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maintaining wealth" and "inheriting 

wealth" had become their new pursuits. As early as in the "China Private Wealth 

Report" of 2017 which was released by China Merchants Bank and Bain & Company, 

it was found that "guaranteeing wealth security" had become the primary wealth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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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followed by "wealth inheritance" and "child education", 

while "Creating more wealth" had been squeezed out of the top three. 

 

Demand stimulated supply.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d been some family wealth 

management pioneers in China. Family office was one of the typical types.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 American Family Office Association, the Family Office is "to 

provide a full range of wealth management and family services to super wealthy 

families to guarante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ir assets in line with their long-

term goals, and to guarantee the successful inheritance and increase of family assets 

among generations "(Zhang Xiaojing, Liu Qian & Zhang Xingrong, 2012). The family 

offices provided personalized, customized w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family members’ understanding, trust, and cooperation. In fact, not only was this 

concept no longer new in foreign countries, it had developed to a relatively mature stage. 

As early a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wealthy western families began to study how 

to manage family wealth.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orporate differentiation and 

family division caused by property inheritance, the earliest trust system was born in 

Britain. The trust mechanism not only maintained the integrity of the assets, but also 

effectively coordina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keholders. Based on the trust system, asset 

tycoons further explored how to manage family wealth. In 1882, the Rockefeller family 

established the first modern family office.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the family office 

had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with its remarkable advantages of focusing on 

managing family wealth and preserving family business interests in the broadest sense, 

and had promoted the maturity of wealth management through family trusts. The 

comprehensive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family services for ultra-high-net-worth 

families not only gradually formed a mature institutionalized industry, but als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orporate heritag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In the last five to ten years, China ’s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had also increasingly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family office” as an exotic product. But for most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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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es, it was still a new idea. Many people even had trouble answering what was a 

family office, not to mention what was its goal, how to build / select / operate a family 

office, how to use its power to further manage wealth and understand wealth? It was 

even more regrettable that the confusion in practice was far from being theoretically 

answered by academic research. The current domest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family 

offices had two main themes: reviewing foreign family offic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comparing Chinese and foreign family offices;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family office development in China. But in terms of the next step of 

"recognizing what is", which was "thinking why", there was still a lack of attention. In 

other words, academic research was not enough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were the current pain points of local family offices in China? How to solve the 

pain points by optimiz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its own business 

model? How should a Chinese family office formulate a development strategy? What 

business model was the best paradigm that most suited the real demand of Chinese 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 and Chinese local family offices? 

In order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operating status of local family offices, to find pain 

points, solve problems, and find a long way to develop, the business model of local 

family offices must be analyzed in depth. Regarding the importance of business models 

to modern enterprises, Peter Drucker, the father of modern management, once sai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today is not competition of products, but 

competition of business models." Business model was the basic mechanism for the 

enterprise to create value. It was the basic logic of the entire input-output operation 

process of an enterprise, and the basis and blueprint for organizing business activities 

of an enterprise system (Cheng Yu, Sun Jianguo, 2013). A good business model ensured 

the survival and profit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 in the short term, while in the long run, it 

was an indispensable prerequisite for the long-term success. For either a newly-

established company or a company in a rising development period, or even the one 

facing a bottleneck and need to be broken through urgently, the business model was the 

key to survival and growth in competition. In terms of academic research,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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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theory was relatively mature, and it was often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dustry 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s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the shortcomings in enterprise 

operation were founded and improved. However, different industries ha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arket 

environments, cultural concepts, and wealth management status quo, it was difficult to 

directly adopt western experience to China. How to use the "scalpel" of mature western 

business model theory to conduct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local family office industry 

in China, was a very necessary but not yet in-depth study. 

 

1.2 Research content 

Focusing on the core issue of "how should Chinese domestic family offices develop in 

the future", this dissertation aimed to explore several related issues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status and business model of Chinese domestic family office industry; 

2) The specific ideas for building a business model in a domestic family office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practices and deficiencies in key blocks such as customers, business,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external relations, and finance; 

3)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market pain points of Chinese domestic family office 

industry and development plans. 

In order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dissertation conducted two studies 

respectively based on macro perspective (industry) and micro perspective 

(organization). We used the business model canvas theory as a tool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domestic family office business model in China. Furthermore,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pain points of the industry, 

we proposed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c plans for improving the business model of 

domestic family offices in China. The specific research content was as follows: 

Study 1 took a macro industry perspective to conduct a panoramic survey of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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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family offices, analyzing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local family office. Based 

on the nine elements of the business model canvas , this study detailed analyzed the 

Chinese family offices from three interfaces and nine dimensions, including key 

partners, key activities, key resources, value proposition, customer relationships, 

channels, customer segments, cost structure, and revenue. Ultimately, study 1 outlined 

a canvas model of the domestic family offices. The advantage of Study 1 was that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was more extensive, and it could better reflect the overall status 

of the industry. However, it was difficult to dig deeper in some element analysis due to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diversity of research samples. 

Study 2 took a micro organization perspective by selecting a representative family 

office K for case study, and deeply analyzed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K-

family office's business model construction and the current layout of various elements. 

Study 2 was an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Study 1. Core information which related to real 

operation status was integrated through multiple interviews so that we may see the 

meticulous though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 terms of structural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the above research content and design 

ideas, the content of each chapter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specific structural arrangement 

were as follows. The first chapter was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research 

questions,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s, and summarized the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earch. The second chapter was literature review. It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literature into two sections: "family office" and "business model". Family office 

section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family office and clarify the 

research direction. Business model section aimed to find a proper tool for later studies. 

The third chapter was study one “the survey of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family 

offices”,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conduct a industry survey. We designed and 

distributed questionnaires to 50 domestic family offices, and describe the industry 

status and business models of domestic family offices based on recovered data. The 

fourth chapter was Study two "A Case Study of a domestic Family Office-The K Family 

Office". The K family office w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r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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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core elements when family office built business model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lements. The fifth chapter was to raise suggestions 

for the business model of domestic family offices. An industry analysis was first 

conducted to identify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pain points.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family office business model status found in Chapters 3 and 4,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inally, the sixth chapter was a summary which 

summarized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dissertation, refine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pointed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future improvement 

directions. 

 

1.3 Research methodolog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urposes and contents of each chapter, this dissertation 

adopted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case study to achieve the maximum preset goals.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literature reading method was first use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on family offices, especially the concerns of Chinese 

scholars on local family offices, and tried to find business model analyze tool. Study 

one us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distributing questionnaires to 50 domestic 

family offices, conducted industry research based on the recovered data, and outlined a 

canvas mode. Study 2 used a case study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ng 

status of the K family office. Finally, this dissertation also conducted an industry 

analysis,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market pain 

points of the family office industry in China, which guided suggestions proposing for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the domestic family office business model. 

 

1.4 Research significance 

 Family offices research had been relatively mature abroad, but there was still a lack of 

in-depth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 China.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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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omestic family office was as follows. 

1) Innovation on topic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field of family / high net worth wealth 

management research, family office was a relatively new topic.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structure was not yet mature, and wa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model", this research not only innovatively examin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domestic family office, but also explored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detail. For family office research, this study depicted the general status 

of the industry, and analyzed key business model elements through case analysis. More 

importantly, this study reorganized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s of the various 

element. For business model research, this research applied the two main concern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the basic elements and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elements—to the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family office industry. Which examined the 

applicability of business model canvas theory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region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element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wa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business model canvas theory. 

2)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scope. In the past, most of the researches on 

family businesses used qualitative methods which mainly based on logical deduction, 

and rarely use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research not only strived to combine theory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by a variety of methods such as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second-hand data analysis, it also covered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 industry and 

the micro organization. The richness of methodology and perspective led to more 

stronger research conclusions. 

3) Answers to realistic development demand.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family office operations, this study analyzed how to design 

domestic family office business model, and also provided som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domestic family offices to explore a more suitable development path. 

Look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the wealth accumulation of high net-wealth people 

would led to the continuous growth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er market.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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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would also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both in China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Chinese family office was also contributing to the futur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promoting a new round of take-

off of Chinese private economy. 

 

 

2. 文献综述 

2.1.  家族办公室 

2.1.1  家族企业及其财富传承 

西方学者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但对“什么叫家族企业”的界定至

今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不仅是因为家族企业的类型很多，涉及因素复杂，并且现实中家族

企业的治理方式本身也在不断演进。总体来看，目前对家族企业的界定方法大致有两类，一

种是通过分析家族企业的本质特征来进行定义，第二种是通过考察家族在企业中的参与程度

和模式来进行定义。总的来说，家族企业对于企业的所有权、管理权、治理权有不同程度的

诉求，并且特别强调企业、权力、财富在代际之间的传承。 

对全世界范围的家族企业而言，家族财富的代际传承都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传

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中国古语说“富不过三代”，葡萄牙有“富裕爷爷，贵族儿子，穷苦

孙子”的谚语，德国则用“创造、继承、毁灭”来概括三代人的命运。据家族企业协会（The 

Family Business Institute）统计，美国家族企业只有 30%能传承到第二代，12%传承到第三

代，3%传承到第四代及更多。 

究其原因，家族财富传承面临许多困难。首当其冲的是后代继承的意愿和能力。所有创

业者都希望“子承父业”，但并不是所有富二代都有意愿和能力继承家族产业。《2013 年中

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只有不到四成的受访二代愿意接掌家族企业。能力上的缺口更加危

险。第二代继承者往往缺乏第一代吃苦耐劳的意识、财富管理的能力，容易出现挥霍无度的

生活作风，反而成为自己家族财富的最大威胁。第二，富豪家族常会出现婚姻、遗产等纠纷，

一旦没有采取早立遗嘱等预防措施，就容易引发家族内讧，造成巨大的资本内耗。第三，巨

额财富的继承还存在税收的风险。目前，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开征高额遗产税

和赠与税，极大削弱了财富规模。我国虽然尚未征收遗产税，但各界早有讨论，未来的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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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中加入遗产税的可能性极大。第四，家族企业的财富继承还有一个独有风险，即与家族

企业的经营状况高度相关。家族企业的家庭财富与企业资产通常不会进行有效隔离，导致企

业的经营发展直接影响家族资产，一旦企业经营不善，家族成员的自身财富也会受到冲击。 

上述风险迫使家族企业治理者必须对财富传承的方式方法报以高度重视，综合比较多

种手段，并且随着形势发展不断更新认知。常见的财富传承方式有遗嘱及赠与、保险、信托

等，各有优劣。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财产继承纠纷，但是无法约束继承

人对财产的使用情况。保险可以较为充分地实现传承人对传承时间、对象、传承意图的诉求，

可以合理避税，对受益人也有一定约束，但保单变现困难，流动性低，导致这一方法只能实

现财富保全，难以进行增值等其他行为。经过与上述方式的比较，“财富信托”以较大优势

脱颖而出，成为当今西方富豪家族的财富传承首选。 

 

2.1.2  家族办公室 

西方的家族办公室建立在家族信托的理念基础上。“信托”这一观念历史悠久，最早可

以追溯至罗马法典中的“信托遗赠”思想。13 世纪的英国将信托设计成为一种法律制度，随

后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今天我们理解的“信托”通常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

自己的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其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其他

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处分的行为”（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在此基础上，“家族

信托”则是指“以家庭财富的管理、传承和保护为目的，提供财富转移、遗产规划、税务筹

划、子女教育、家庭治理、慈善事业等多元化、全面化的家族资产负债管理服务”（摘自中

国信托业协会《2014 年信托业专题研究报告》）家族信托通常具有财富增值、事务管理、财

富传承这几大财富管理目标，方式方法灵活，对继承人的财富使用方式有约束，能实现家庭

财富与企业资产的相互隔离，一定程度上规避税务和债务。 

家族办公室诞生于 19 世纪欧洲经济飞速发展之时。根据美国家族办公室协会（Family 

Office Association）的定义，家族办公室是“专为超级富有的家庭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和家

族服务，以使其资产的长期发展符合其家族的长期目标，并使其资产能够顺利地进行跨代传

承和保值增值的机构” （张晓婧，刘茜&张兴荣，2012）。 

对于家族办公室的分类，通常根据组织形式分为“单一家族办公室”和“联合家族办公室”

（Wilson，2012）。单一家族办公室往往只服务于一个家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提出，

单一家族办公室一般服务于拥有一亿美元以上可投资款的家族。联合家族办公室为多个家族

提供服务，随着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联合家族办公室的成本优势越发明显，并且在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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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族财富规模的要求。国外的家族办公室理论研究的议题比较广泛，各自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四类。第一类属于基础研究，侧重于厘清概念、研究家族办公室主

要业务、构成形式、运作方式等。例如 Amit（2009）以单一家族办公室为研究对象，阐述其

发展背景、主要功能、组织形式、团队配置、资产分配方式等，并指出其主要业务是投资咨

询和管理。Hauser（2010）回顾了美国家族办公室发展历史，指出家族办公室的核心价值和

优势是在于关注家族全面、完整的发展需求。Wilson（2012）将家族办公室进行分类，从组

织结构上分为单一家族办公室和联合家族办公室，同时还分析了家族办公室的市场竞争现状

第二类研究是将家族办公室与私人银行放在同一个研究视域之内，或者笼统研究高净值人士

理财服务（适用于家族办公室和私人银行），或者探讨私人银行与家族办公室之间的关系。

例如 Horn 和 Rudolf（2011）运用理论结合实证，提出了私人银行“服务质量”的概念，并指

出影响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有：团队的专业能力、客户与团队的关系、品牌影响力。Collardi

（2015）指出私人银行未来有四大发展方向：定制个性化的客户理财方案、打造私人银行服

务品牌、培养并留住人才、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在家族办公室与私人银行的关系研究方面，

Amit（2009）指出家族办公室可以借助于私人银行的 IT 基础设施、行业研究团队，来及时、

高效地获取有关预算、税务等方面的报告，从而提升自己的投资效益。第三类研究关注家族

办公室与家族企业的互动关系。例如 Bennedsen（2015）提出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家族办公室

参与公司治理的方法，从企业内部实现制度化创新。第四类属于前瞻性探索研究，例如 Moya

（2011）认为未来家族办公室将走向专家式的投资顾问咨询团队，从而满足客户的全面财富

管理、提升生活品质的需求。 

家族办公室兴起于欧美，至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目前在欧美国家的业务模式已相对成

熟。目前的主要业务可以概括为三类：财富管理、法律咨询、家族传承。在财富管理方面，

家族办公室需要为家族提供合适的资产配置方案，有时还需承担管理家族基金、企业内部投

资部门等职责。在法律咨询方面，家族办公室需进行财富传承的税务规划、处理家族税务、

设计慈善计划与继承计划等，其本质是为家族找出潜在风险并设法规避、保全资产。在家族

传承方面，家族办公室需要巩固现有资产，考察家族内部治理有效性，辅助家族财富传承的

重大决策(Block, Fisch, Vismara & Andres（2019）, Rivo-López, Villanueva-Villar, Vaquero-García, 

& Lago-Peñas, (2017))。 

 

2.1.3  国内家族办公室研究 

家族办公室在中国兴起仅仅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还处在启蒙阶段。与国外研究现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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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关家族办公室的理论研究数量和成果相对有限。在知网以“家族办公室”为主题关键

词进行文献搜索，共有中文文献 67 篇，其中 64 篇集中在 2014 年之后，仅 2018 年一年便多

达 28 篇，占到总数的 41.8%。导致这种分布现象的原因可能有：1）2013 年前，中国大陆几

乎不存在“家族办公室”，现实基础缺失导致理论关注不足，除 1999 年 1 篇文献为语义混淆

外，仅有的两篇文献分别介绍了家族办公室的基本概念（王奎，2009）、比较中外家族办公

室差异（胡玉莹，2013）；2）2013 年前后家族办公室进入中国，市场迅速捕捉到这一组织结

构的巨大商机，现实中家族办公室“井喷”发展对应的便是学术研究的迅速聚焦；3）2018

年前后，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高净值人士比往年更加关注财富的传承、保值、稳健

增值，对家族办公室的需求越来越大，学术研究自然也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度。 

另外，文献计量统计还揭示了一个较为有趣的发现。在知网中以“私人银行”为主题关

键词搜索，共有中文文献 3492 篇。尽管总量比家族办公室庞大许多，但对比两类研究的变

化趋势（见下图）可以发现，私人银行的研究数量逐年减少，而家族办公室研究则逐年增加。

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年来高净值人士理财市场的关注热度从私人银行逐渐转向

家族办公室。 

 

图 2-1 家族办公室研究与私人银行研究近年趋势对比 

纵览目前国内的家族办公室理论研究，其关注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家族信托研究。该类研究从家族信托产业的角度入手，研究视角还比较宏观，大多

是将家族办公室视为我国家族信托业务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有的文献会将其与其他信托手

段进行对比。蔡汝溶（2014）将家族办公室视为国内信托业务转型的重要契机；崔琳（2016）

以中国银行为例，对典型家族信托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对实践中的财富传承需求进行家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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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设计，其中就有对家族办公室与商业银行开展家族信托的对比探讨。 

2）一般性研究。目前大部分家族办公室研究属于这一范畴，常见模式为首先介绍家族

办公室的基本概念，起源，发展历史，继而分析当前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发展现状，最后展

望家族办公室的未来（李巍，2014；赵洁，2014；王增武，2018；吕晶晶，2018；陈希琳，

2018）。应该说，在国内市场和客户还需要进行培养和教育的阶段，这类研究有一定的“科

普性”意义，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类研究已经太过流于表面，难以切实回应实践需求，

可以预见未来的研究将在更多的细分领域、细分话题上进一步聚焦。 

3）中外对比研究。家族办公室在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国内家族办公室在起

步阶段也难免“西望取经”。不少研究将中外家族办公室进行对比，藉此探索中国本土家族

办公室发展道路。总结来看，研究中得出的中外家族办公室的异同主要有：使命一致，都是

维护家族的利益，对家族信息高度保密，强调个性化、专一化、针对性的服务内容；财富管

理目标上，中国家族办公室更偏向财富增值例如投资收益，而欧美家族办公室更偏向财富保

全例如遗产避税；业务范畴和开展方式上，中国家族办公室的业务规模相对狭窄，仍然侧重

在投资服务，且多为自有业务，而欧美家族办公室业务类型多元，尤其强调对家族事务的管

理能力，并且大量使用外包服务；投资框架方面，中国家族办公室偏爱私募股权、房地产、

对冲基金投资，欧美家族办公室更青睐股票和定息债券，对艺术品、奢侈品投资也比中国涉

猎更多；市场和客户成熟度上，中国家族办公室发展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市场和客户还需

要一定时间的引导教育，客户对家族办公室的信任感不足，而欧美的整体市场环境、政策环

境、法律环境都更成熟，可以形成与家族办公室相配套的发展环境，并且经过上百年的磨合，

高净值人群（家族）建立了成熟的信托理念，整体而言家族办公室的生存环境相对较好；内

部管理和岗位设置上，中国家族办公室更侧重投资模块，通常设有投资、运营、法务等职能

模块，而欧美家族办公室往往还有专门的教育顾问模块、客户关系模块、家族治理模块，并

且大量业务采用外包形式，极大缩减了内部人员规模和运营成本。（陈婷婷，2016；秦尊想，

2017；任瑞媛，杨璇，王彦博，2016；郑春杰，2016；） 

4）法律问题研究。受我国特殊的法律环境的限制，家族办公室在开展业务时可能会触

及许多法律风险，一些研究聚焦于此，从法律角度探讨家族办公室的性质，尤其关注家族办

公室设立程序和条件、如何监管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责任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力图扫

清法律制度障碍（王帅锋，2019；金梦媛，2015）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之外，真正在关注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的研究寥寥无几。其中，丁菲

（2006）真正聚焦讨论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第一次真正对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展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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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研究，并提出以关键流程为核心，由价值定位、核心资源和盈利模型为支撑的家族办公

室商业模式。不过，丁菲的研究主要是对案例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予以评价，缺乏对初创家

族办公室构建商业模式的指导意见。并且，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是否确实以关键流程为核

心？本研究将试图探讨不同的答案。 

总的来看，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理论研究仍然停留在相对浅层的阶段，尤其是对于家族

办公室商业模式的探讨严重缺乏，自然难以对实践发展提出有用的指导。 

 

2.1.4  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现状 

大约在 2013 年前后，中国本土逐渐出现最早的家族办公室。过去几年中，市场对家族

办公室的业务内容从早期的各自解读，逐渐汇整成为客户提供资产保护规划的买方服务大概

念，市场规模也经历了个位数——数千家倏然“井喷”——优胜劣汰回归合适数量的过程。

从“实践驱动理论”的角度看，尽管国内对家族办公室的学术研究尚无有影响力的理论成果，

然而现实中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发展方兴未艾，不少机构基于实践经验开展行业调研报告，其

成果或可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2016 年建信信托“中国

家族办公室”课题组出版的《中国家族办公室研究报告》，对家族办公室进行普及性介绍；

2016 年磐岩薪传、高鸣咨询、青岛银行私人银行共同发布的《中国家族办公室活跃度调查

报告》，从家族律师和家族客户的角度描绘当年家族办公室发展状况；2017 年国家金融与发

展实验室、北京弘创资管信息科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家族办公室发展报告（2017）》，运用

三个分析框架观察中国家族财富传承；2018 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商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发

布的《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总结了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发展历程。（有关上述调研报

告，将在第三章进行详细分析）。 

基于多份行业调研报告，结合研究者本人多年从业经验，可以总结出目前中国本土家族

办公室的以下特征： 

（1）背景构成复杂。家族办公室是从西方引入的概念，在研究探索期，中国本土家族

办公室大多是依托其他行业的机构转型。其中一部分源于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

等设立的私人银行部门，还有一部分是由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创立的家族办公室。 

（2）服务内容简单。受制于金融牌照监管政策和客户群体规模，目前国内发展较好的

家族办公室大多源于金融机构的私人银行部，因此在服务内容上基本聚焦于简单的资产配置

与理财规划，关注点在于投资收益。服务内容的简单又进一步暴露出本土家族办公室缺乏综

合性专业人才、商业模式不清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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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前景广阔。当今中国，“创一代”逐渐进入退休年龄，普遍面临家族接班的难

题，财产的保值与传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创二代”们普遍接受过先进教育，并且具有

国际化背景和视野，更加明白科学、专业财富管理的重要性。而在客观上，伴随着中国经济

飞速发展，中国超高净值人群手中汇聚的财富规模也越来越大，财富管理的需求与日俱增。

这些都昭示着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广阔前景。 

但是，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要想取得良好发展，还必须克服一些中国独有的困难： 

（1）宏观环境。中国经济发展历来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因此本土家族企业的业务、

家族办公室的业务都会受到国家政策的极大影响。例如，中国严格的外汇管制要求家族办公

室具备极高的外汇处理能力，进行合理的境外投资和人民币流入流出。再比如，中国经济的

透明度比较低，信息披露缓慢，家族办公室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经济嗅觉，及时发现政策变

化，有效控制家族风险。 

（2）客户群体。由于职业经理人制度在中国发展还不够成熟，中国企业的创始人依然

习惯于对企业保有较大的控制权。他们希望长期持有大量股份，不会着意划分“公司资产”

和“家族资产”。又因为国内一些家族办公室源于信托机构或商业银行，成为原组织的一个

业务拓展渠道，本质上是对原组织负责而非对家族负责，这也导致超高净值群体对本土家族

办公室的信任度不高，不会允许家族办公室深度介入家族事务。 

（3）自身资源。家族办公室的成员不仅需要财务、法律、教育甚至跨文化沟通的专业

知识，还要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诚实可信的人格品质。这种专业人才在当前的本土家族办

公室市场中非常稀缺，这就导致本土家族办公室所能提供的服务的质量相对不高。 

总的来看，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方兴未艾、前景广阔，但必须尽快厘清现实，寻找合适

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扬长避短，才有可能走上高速腾飞之路。 

 

2.2  商业模式 

2.2.1  商业模式的概念与维度 

企业是一个营利性组织，需要明确其生存和发展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必须的运作机

制，这便是企业对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的本质诉求。商业模式一词，最早出现于 1957 

年 Bellman 的论文中，但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命题并引起广泛关注，仅仅是最近 20 年间的

事情。从时间维度来看，这一概念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1）提出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90 年代初期。继 Bellman 之后，Jones 在 1960 年的

论文中首次将商业模式用于正式标题。此后，商业模式开始大量出现，但这一阶段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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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系统的著作中，并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与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该阶段“商业

模式”这一概念仅仅作为一种语义修辞，并没有实际意义。 

（2）初期探索阶段：1996 年—2002 年。这一时期，伴随互联网的兴起和电子商务的出

现，人们开始用“商业模式”描述互联网企业的经营和盈利方式。最初的理论研究大都围绕互

联网企业和电子商务进行。例如 Timmers(1998)最早研究电子市场的商业模式的本质、要素

和分类，提出了 11 种电子商务商业模式；Amit 等(2001)系统研究了电子商务商业模式价值

创新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来源；Osterwalder 等(2002)提出商业模式本体论，也是用于电子商务

建模。 

（3）扩展研究阶段：2000 年—2005 年。进入 21 世纪，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商业模式

并不仅仅局限于电子商务领域，任何企业都拥有商业模式。尤其是随着第一批互联网经济泡

沫的破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商业模式进行反思，遭受过度追捧但不切实际的商业模式

纷纷被淘汰，只有拥有真正竞争优势的商业模式能生存下来。这使得学者和企业家们深刻意

识到商业模式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的概念，而是需要企业予以高度重视的重大经营命题。有

调查显示，在当今中国创业型企业的失败原因中，有高达 49%的是因为没有找到持续赢利的

商业模式（沈志勇，2009） 

（4）深度分析阶段：2005 年至今。如果说在前一个阶段学者们主要在归纳商业模式的

构成要素，那么近年来相关研究则日益侧重于探究构成要素的内在逻辑的研究，即从“商业

模式包含的要素是什么（What）”走向“为什么是这样（why）”和“各要素如何联结（How）”。

商业模式这一概念包含多个维度，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考虑，给出的定义各有特点。根据

Morris 等（2002）对数十种商业模式定义的分析，基本可以概括为三种定义：经济类、运营

类、战略类，并在其后又出现了一些可称为整合类的定义。 

经济类的定义将商业模式的本质理解为企业获取利润的逻辑，相关变量主要是定价方法、

收入来源、成本结构、最优产量等。例如，Stewart 等(2000)将商业模式定义为企业获得并且

保持收益流的逻辑陈述。Rappa(2000)认为商业模式的根本内涵是企业为了维持自我而赚取

利润的方法。Afuah 等(2001)将商业模式定义为企业获取并运用资源，创造更多价值以赚取

利润的方法。在这些定义中，商业模式侧重于探索企业的利润获取方式、长期获利规划和途

径。 

运营类定义将商业模式理解为企业的运营结构，主要在于说明企业创造价值的内部流程

和基本构造设计，相关变量包括产品/服务交付方式、管理流程、知识管理、资源流等。

Timmers(1998)将商业模式视为产品、服务和信息流的架构，包含对不同主体的作用与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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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Amit 等(2001)将商业模式定义为一种利用商业机会创造价值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架

构，并详细描述了公司、供应商、替补者和客户构成的网络的运作方式。 

战略类定义将商业模式理解为对企业战略方向的总体考察，主要关注市场定位、组织行

为、增长机会、可持续性、竞争优势等内容，相关变量包括价值创造、差异化、企业愿景、

经营网络、战略联盟等。例如 Dubosson-Torbay 等（2002）提出，商业模式是对企业及其伙

伴网络为获得可持续的收入，寻找顾客群体、营销、传递价值的过程。 

整合类定义是对上述三种定义的整合和提升，将商业模式定义为企业商业系统如何保持

良好运行的本质描述。秉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认为，商业模式不是经济模式和运营结构乃至不

同战略的简单、孤立堆叠，而是要从整体上探究三者的协同关系，试图说明企业系统运行的

本质。例如 Morris(2003)将商业模式定义为“旨在说明企业如何定位和整合战略方向、运营结

构和经济逻辑等一系列具有内部关联性的变量，以便在特定市场上建立竞争优

势。”Osterwalder 等（2005）提出，商业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多种构成要素及内在关系之上，

用于说明特定商业逻辑的概念性工具。 

总的来看，几种定义模式既有共通性，又体现出了鲜明的演进趋势。一方面，四种定义

模式中，多个变量不断重复出现，说明无论学者们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如何差异化，对企业而

言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收到一致共识的。这些变量包括：价值提供/主张、经济模式、客户关

系、伙伴网络、内部结构、目标市场。另一方面，几种定义模式的演进趋势说明，商业模式

的内涵正从初期关注产品、利润、流程，向着关注客户关系、价值提供、战略目标的方向转

变，其结构也从简单罗列向着网络建构的方向深化。 

 

2.2.2  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 

商业模式是由一些特定要素构成的，包括了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各相关要素。这些结构之

间存在内在联系，各要素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相互作用之后形成组织的各种商业

活动。也有一些定义是从结构维度来解读商业模式的，例如 Magretta（2002）就提出，商业

模式时描写企业每个部分如何匹配起来，进而组成的一个系统。Osterwalder 等（2005）认为，

商业模式建立在许多构成要素及其关系之上。 

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商业模式包含哪些要素的认知也各不相同。比较有代表

性的一些定义有：Timmers（1998）错误!未定义书签。——产品.服务信息流结构、参与者利

益、收入来源；Applegate（2000）——概念、能力、价值；Alt（2001）——使命、结构、流

程、收入、技术、法律；Linder（2001）——定价模式、收入模式、渠道模式、业务流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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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支持网络的业务关系、组织形式、价值主张；Afuah（2001）——顾客价值、业务范围、

价格、收入、相关活动、互补性、能力、可持续；Petrovic（2001）——价值模式、资源模式、

生产模式、客户关系模式、收入模式、资本模式、市场模式；Hamel（2001）——核心战略、

战略资源、价值网络、顾客界面；Weill（2001）——战略目标、价值主张、收入来源、成功

要素、渠道、核心能力、顾客细分、基础设施；Osterwalder（2004）——产品价值主张、客

户关系目标客户、营销渠道、关系、基础设施价值配置、核心能力、伙伴网络、财务成本结

构、收入模式、赢利模式；Chesbrough（2002）——价值主张、目标市场、内部价值链结构、

成本结构与利润来源、价值网络、竞争战略；Lind（2004）——价值主张、市场用户、组织、

价值链、成本结构与利润来源、价值网络、竞争战略；Joyce（2004）——商业战略、组织形

势与结构、业务流程、价值链、核心能力、财务结构；翁君奕（2004）——价值对象、价值

内容、价值提交、价值回收；原磊（2007）——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价值维护、价值实现；

罗珉（2009）——价值主张、核心战略、资源配置、组织设计、价值网络、产品与服务设计、

经营收入机制、赢利潜力。纵览各种要素选择方式，除了相对集中地选择了“价值主张”之

外，在选择的范围、组合方式等方面都各有特色。 

更进一步，学者们日渐发现，仅仅明确包含哪些要素还不够，还需关注这些要素的构

成方式，即商业模式的结构。要素的结构直观反映了商业模式的本质逻辑。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 Osterwalder（2002）提出的商业模式结构和 Bouwman 等（2003）的商业模式结构。 

Osterwalder(2002)的商业模式结构模型由四大基本要素构成：产品创新、客户关系、

基础设施管理、财务。其中产品创新界定了企业的价值主张，客户关系说明了企业如何接

触客户，并希望与客户建立什么样的联系，基础设施管理描述了产品创新和客户关系所必

须的活动、资源与合作伙伴，财务描述企业的定价机制和收入，即企业的盈利方式。（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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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Osterwalder（2002）的商业模式结构图 

这一模型反映出的背后的逻辑关系是：企业基于一定的资源和价值活动来创造产品，再

通过特定的渠道向用户销售产品，并借此传递价值。建立和维持这些活动与渠道所需的成本，

结合销售产品获取的收入，共同决定了公司的财务利润。 

Bouwman（2003）的商业模式结构由四大要素组成：业务、技术、组织和财务。其中业

务要素关注价值主张和市场目标，技术要素说明实现业务所必须的技术功能，组织要素界定

创造和分配业务的价值网络结构以及企业在其中的文职，财务要素描述了企业从特定业务中

获得收入和承担风险的方式。（见下图） 

 

图 2-3：Bouwman 等（2003）的商业模式结构图 

Bouwman 的模型中，四个要素的选择和结构设计是相互关联的，例如技术功能来源于

技术发展，业务选择决定了市场机会，组织设计需要考虑市场变化，而财务要素则是结合了

网络价值和客户价值。同时，这四个要素是相互制衡的，四个要素需要保持平衡才能创造足

够的价值。例如技术的合理与财务的合理（例如高成本）与客户的合理（例如对新技术的抵

触心理）就是一组需要考虑的矛盾。Bouwman 模型的缺点在于，“四个要素之间要保持平衡”

固然很有道理，但这四个要素真的是完全平等的吗？是否存在一个要素是引领要素，与其他

要素并不是平行或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关系失衡，该从哪个要素入手予以调整？换句话

说，在这个模型中，四个要素之间的商业逻辑关系依然是模糊的。 

这两个模型可以代表对商业模式结构的探讨的两种路径：一种是侧重探讨内在结构

（Bouwman 模型），即各要素之间的组合与制衡方式；一种是侧重因果逻辑（Osterwalder 模

型），即企业在建构商业模式、实现生产经营活动时的思考顺序及实现过程。而在回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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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结构关系的文献之后，本文进一步提出，在商业模式的结构关系的研究中，还应关

注“驱动力”的研究。这一思维可以说是对商业模式因果逻辑探讨的进一步延伸，但区别在

于不仅是简单地思考各要素之间的先后顺序，而是更关注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借用“齿轮

系统”的类比，或可理解这种探讨的意义：1）整体来看，商业模式如同一套精密设计、持

续运作的机械系统，其中的各个要素就像是彼此啮合的齿轮，通过一定的组合和运动，确保

整套系统的运行；2）各要素之间的啮合关系是经过精妙设计的，相互关联、彼此配合，协

调一致；3）各个要素（齿轮）的关系不是绝对平等的，必有一个要素（齿轮）是关键要素

（主动轮），其他要素是从属要素（从动轮），关键要素（主动轮）将动力传送给从属要素（从

动轮），带动从属要素（从动轮）乃至整套系统的运作。因此，探讨商业模式驱动力，有两

点关键：找到核心要素、并根据核心要素确定其他要素的“啮合”方式。 

本研究认为，当将商业模式理论适用于分析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时，尤其应关注“驱动

力”的研究。原因在于，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市场前景将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可以预见到未来将会涌现出又一批初创的家族办公室。处在创业阶段的家族办公

室，更需要思考清楚商业模式的起点，即企业开展商业活动的最初动因。换言之，如果企业

处于初创阶段，并且可供借鉴的既往经验相对不足的时候，商业模式需要经历从零开始的初

步构建，则尤其应以“寻找驱动力”的思维去分析商业模式，找准核心要素，构建啮合关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探索。如前所述，商业模式

驱动力研究实际上是对因果顺序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因此本研究选择 Osterwalder 的商业模

式画布理论，用之分析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经营现状。这一研究可以检验现有的西方商业模

式理论指出的内在本质逻辑是否适用于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如果已有理论与现实不吻合，

那么则需要探索中国家族办公室自己的商业模式内在逻辑；进一步地，还需明确商业模式画

布理论运用于家族办公室这一领域时，哪一个要素是核心要素，并找到其他要素与该要素的

联结关系。换言之，在分析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时，需要思考家族办公室的业务起点是资源、

客户、基础设施、财务中的哪一个，而这一起点又是如何影响了其他三个因素的建构和发展。

搞清楚这一问题，就等于找到了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核心价值主张和发展思路，在构建核

心竞争力时才会有指导方向。 

 

2.2.3  国内商业模式研究现状 

国内对商业模式的研究与国外有一定的相似性，伴随互联网的兴起和电子商务的出现，

人们开始研究互联网企业的经营和盈利方式，即“商业模式”。随后，商业模式的研究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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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领域逐步拓展到更广泛的商业领域。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 

方孜等（2002）提出了“5P4F”的电子商务模式分析和创新方法，即“产品、定价、渠

道、促销、顾客定位；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叶乃沂（2004）提出，电子商务模

式由 e 化市场环境、客户关系、产品创新、财务要素、企业资源、业务流程这六个要素构成，

其本质是企业在价值链系统的特定位置上为目标市场提供价值和盈利的方式。翁君奕（2004）

错误!未定义书签。对商业模式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提出，不同形式的商业模式其实是对象、

内容、提交和回收这四大要素的不同组合。罗珉（2005）基于经济租金理论，分析企业商业

模式的创新行为和内外驱动力。王伟毅等（2005）对国外商业模式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详

尽综述，探索了商业模式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曾涛（2006）分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

成过程，并在论述竞争力与长期竞争优势的关系基础上提出，商业模式是企业更为重要和关

键的核心竞争力。原磊(2007)错误!未定义书签。提出了“3-4-8”商业模式构成体系，即 3 种

联系界面（顾客价值、伙伴价值、企业价值）、4 种构成单元（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价值维

护、价值实现）、8 种组成因素（目标顾客、价值内容、网络形态、业务定位、伙伴关系、隔

绝机制、收入模式、成本管理）。魏炜等（2009）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聚焦商业模式创新

的定位、业务系统、关键资源能力、盈利模式和自由现金流与企业价值。吕鸿江等（2011）

强调了商业模式与企业战略的关系，认为企业和研究者们应厘清这一关系，有的放矢地制定

战略。龚丽敏等（2011）则认为，企业和研究者们还没有就商业模式的定义、构成要素、研

究范畴等问题达成共识，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 

在行业范围方面，少部分国内研究者也进行了特定行业的商业模式应用研究。例如汪涛

等（2003）针对移动运营商商业模式研究、禹璐等(2006)的手机电视商业模式研究、王军（2015）

对留学公司的商业模式研究、杜韩（2018）对快递行业的商业模式研究等。 

国内学者也对商业模式要素结构提出了一定的思考成果。例如翁君奕（2004）提出的五

大环境模型就指出，商业模式结构系统中存在五大环境：存在平台环境、客户环境、伙伴环

境、顶板环境、内部环境。而内部环境又与其他四个环境各自存在交互界面，即平台界面、

客户界面、伙伴界面、顶板界面。这五大环境、四大界面共同构成了企业经营过程中资源交

换和开展活动的场合。（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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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翁君奕的商业模式结构图 

翁君奕的模型，在描述价值链的关系和逻辑方面是较为清楚的，但是从定义上看，不同

界面上的细分定义，其彼此之间的性质有一定差异，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一结构模型在概念

一致性、逻辑严谨性上存在一定的不足。 

总的来看，国内外的商业模式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一方面，

概念本质、构成要素及内部关系、创新研究已成为商业模式理论研究的主线，理论研究和企

业实务者高度关注，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尽管尚未在理论上对商业模式的本质概念

和构成因素达成共识，但有一些较为关键、反复出现的因素，是任何分析框架都不可忽视的。

另一方面，商业模式的应用研究尚显不足，尤其是在一些新兴领域，运用商业模式为新领域

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指引的开创性研究更加缺乏。自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相关产业的研究开

始，延展至今，无论是应用研究的行业范畴还是研究深度，突破速度都较为迟缓。这就导致

商业模式的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无法对本土商业实践予以有效指导。 

 

2.2.4  商业模式画布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好的研究的必备条件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分析工

具。在众多的商业模式框架中，本研究选择商业模式画布（Business model canvas）作为分析

本土家族办公室的主要工具。本节将对商业模式画布进行简要的文献综述。 

商业模式画布是最为广泛研究与运用的商业模式之一。Alexander Osterwalder 在 2005 年

提出一个包含四大支柱、九大要素的商业模式模型，该模型描述、评估了商业模式，使得企

业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商业模式组成要素的现状，并做出必要的调整。2011 年，Osterwa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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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和 Yves Pigneur 博士一起对该模型进行了丰富和发展，设计了商业模式画布这一视觉化的

商业模式架构分析工具。 

本研究选用这一模型对本土家族办公室进行分析，是由于该模型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

优越性。首先，在理论方面，该模型属于整合型定义，并且脱离了简单描述阶段，转而关注

网络建构。这两点都说明这一模型处在目前商业模式研究的更高、更深刻的层面。其次，在

实践层面，该分析工具在国内外众多行业、企业中都得到广泛运用。在国外，商业模式画布

在 IBM、爱立信、德勤、加拿大公共工程及政府服务部等得以推行。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采用这一模型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分析，例如陈楚枫（2012）对 D5 公司商业模式创

新的研究、陈妍妍（2013）对沃尔玛的研究、李艳（2014）对工程咨询业的研究、胡保亮（2015）

对物联网的研究、卜慧（2016）对支付宝的研究、虞玲杰（2017）对时装品牌营销策略的研

究等。 

根据 Osterwalder 和 Yves Pigneur 的说明，商业模式画布的四大支柱及其九个要素是：

产品或服务维度的价值主张；资产管理维度的核心资源、关键业务、重要合作；客户维度的

客户细分、渠道通路、客户关系；财务维度的成本结构、收入来源。 

 

图 2-5：商业模式要素画布结构 

（1）价值主张：为目标群体创造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满足客户需求，解决客户问题。 

（2）核心资源：企业运作所需要的所有资产，用于规划价值主张、构建渠道通路、维

护顾客关系、获取收入来源等。 

（3）关键业务：企业运作所需要的活动，包括规划价值主张、构建渠道通路、维护顾

客关系、获取收入来源等。 

（4）重要合作：企业运作所需要的供应商、合作伙伴，从其中获取核心资源，实施关

键业务。 

（5）客户细分：企业锁定并为之服务的目标群体，企业需要为这一群体创造价值。 

（6）渠道通路：将目标客户与价值主张连接起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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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客户关系：将目标客户与价值主张连接起来的关系状态，提高客户忠诚度。 

（8）成本结构：企业运作所产生的成本。 

（9）收入来源：企业经营中获得的现金。 

Osterwalder 将商业模式画布进一步呈现为如下更加直观的图像形态： 

 

图 2-6：商业模式要素画布 

在这张图中，左半边是成本端，是企业的输出部分；右半边是价值端，代表企业的价值

创造，可以为企业带来收益。企业可以在这张图中填补自己的各项要素，逐步解析自身的优

势和劣势，从而为评估当前商业模式、设计新的商业模式提供思路。 

该模型是对 Osterwalder（2002）模型的进一步梳理，背后的商业逻辑是：企业基于一定

的资源和价值活动来创造产品，再通过特定的渠道向用户销售产品，并借此传递价值。建立

和维持这些活动与渠道所需的成本，结合销售产品获取的收入，共同决定了公司的财务利润。

该模型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要素的地位是平等的吗？或者说，这些要素在构建商业

模式时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哪个（些）要素应处在被优先考虑的地位？而以上这些

问题，在不同的行业或许有不同的答案，那么对于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来说，究竟应该将哪

一个要素放在核心位置，并围绕此要素构建全部的商业模式呢？本文接下来的实证研究就将

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最终给出构建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的实践建议。 

 

 

 

3.  研究一：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现状调研 

3.1  研究简介 

近年来中国市场涌现出大量名为“家族办公室”的机构，这些机构针对超高净值客户，提

供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的财富管理及私人事务服务。整个行业呈现出喷涌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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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毕竟还在萌芽探索期，行业生态较为原始，很难从宏观上把握其发展形态。相较而言，

欧美家族办公室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相对规范很多。许多机构会定期发布全球家族办公室调

研报告，例如瑞银集团每年都会发布全球报告，这些报告有利于我们看清行业的全球布局，

以及发展前沿方向。但是，还很少有机构做专门针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调研。因此，本

研究首先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进行全景式调研，试图从宏观上描绘该行业在中国的发展现

状和市场格局。尤其是在商业模式方面，力图呈现不同形态的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各

构成要素的现状分析，从而使后续研究更加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聚焦特定商业模式构成要

素。 

 

3.2  文献回顾 

正如第二章所述，国内家族办公室理论研究刚刚兴起，探索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提高；

但一些行业机构敏锐地捕捉到了发展前景，从不同角度做了侧重点各有差异的行业调研报

告。第二章的文献综述已指出，国内的理论研究主要从家族信托、中外对比、法律问题等角

度，对家族办公室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索，但是对真正决定家族办公室经营结果的商业模式的

探讨却少之又少。本着“实践驱动理论”的思维，本节重点介绍各具特色的家族办公室行业

调研报告。2016 年，建信信托“中国家族办公室”课题组出版《中国家族办公室研究报告》，

主要介绍了家族办公室的国际经验、家族办公室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对中国家族办公室未来

的展望。本书是国内较早发布的针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调查报告，当时国内对这一概念

还不太了解，因此本书主要是对家族办公室进行普及性介绍，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家族办公

室的概念，总结了家族办公室的国际经验，其中介绍了来自欧洲、美国、亚太地区的经典家

族办公室案例。在聚焦本土方面，本书阐述了家族办公室对于中国超高净值人群的作用和意

义，介绍了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状态，并从基本要素、架构设计、运营模式和风险管

理这四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策略建议。最后，由于本书为建信信托撰写，

书中还重点介绍了建信信托家族办公室的探索道路。总的来看，本书更多地是经验总结、自

身探索的介绍，偏向于概念引入和品牌宣传。 

同一年，在第五届亚洲私人银行及家族办公室峰会上，磐岩薪传、高鸣咨询联合青岛银

行私人银行共同发布《中国家族办公室活跃度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国内较早的家族办公

室行业调研，调研样本数为 86 家。该报告除了对家族办公室行业现状进行描绘外，将更多

的精力放在另外两个角度的调研：家族律师的角度、家族客户的角度。这份报告指出，家族

律师在国内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距离欧美的成熟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从家族客户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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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有超过 30%的中国本土客户没有听说过家族办公室，更有超过 67%的客户没有听说

过中国本土的家族办公室。这说明，在 2016 年，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还处在初期状态，不

论是专业能力、客户教育、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都非常不成熟。 

2017 年，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北京弘创资管信息科学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家族办

公室发展报告（2017）》。该报告包括三个分析框架：第一个框架从机构、市场、产品、服务

的角度分析财富传承市场；第二个框架进一步聚焦家族办公室，分析其组织结构、产品和服

务；第三个框架回到全球财富管理传承市场，提出相关展望。该报告从宏观到具体，从全球

到国内，相对比较丰富，以文献综述的形势，呈现了多种研究渠道的多个研究结果。但美中

不足的是，该报告的逻辑线条相对不清晰，尤其是在介绍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部分，尽管

内容很多，但没有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分析，也没有说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2018 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商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发布了《中国家族办公室白皮书》。

该报告包括五个部分：产生之源、发展之势、崛起之时、运筹之道、经营之术，介绍了中国

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历史沿革、现实数据、未来趋势、微观案例。总体而言，这本白皮书主要

是总结了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发展历程，侧重对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 

总的来看，目前针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行业实证调研报告仍以普及性介绍为主，尽

管已有对行业进行结构、产品、服务、客户等多角度分析的尝试，但缺乏理论指导，更缺乏

一个系统、完整的分析框架，导致对各个模块的分析是孤立的、零散的，结果就是不能发现

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处在支配地位的商业模式根本逻辑。 

有鉴于这种情况，本研究将运用商业模式画布作为分析工具，系统梳理中国本土家族办

公室的经营现状，以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进行呈现，试图从中发现当前中国家族办公室存在的

普遍问题。 

 

3.3  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3.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问卷调查法就是以问卷为工具来收集资料的调查方法，

在当前的社会研究中几乎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英国著名社会学家 Moser（1973）曾说，“社

会调查十有八九是采用问卷方法进行的”。问卷本身是一种结构化、书面化的调查工具，其

中的具体内容是研究者需要探讨的问题，按照一定的数据设计组成。研究者将问卷分发给填

答者，借此从填答者处获取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研究结果。 

问卷调查法具有如下优点。首先是标准化程度高，体现为：调查工具标准化，问卷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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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内容完全一致，任何填答者都很难将主观态度带入其中；调查过程标准化，填答者只能

根据问卷来回答问题，研究人员的主观意志也很难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填答者；调查结果的标

准化，由于问卷的问题已经经过事先的严格设计，收集到的答案相当于已经经过了“初次编

码”，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直接数量化的统计分析。问卷调查法的第二个优点是高

效率。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只要过程设计合理，研究人员可以在短时间内对大量的调查对象

进行发放与填答，从而在短时间内收集到大量的信息和资料。问卷调查省时省力，效率很高。

最后，如果设计得当，问卷调查法还具有较高的匿名性。研究者只需要收集与自己所研究问

题相关的信息，填答者的其他个人信息可以被完全隐去，这有利于降低填答者的担忧，确保

收集到的信息更加真实。 

当然，问卷调查法也有自己的缺点。首先，问卷调查法在调查深度上存在不足。问卷一

旦设定，调查的范围也就随之确定，受限于问卷本身，研究者很难触及填答者对其他问题的

理解，甚至对问卷中内容背后的理解和认知也难以得知。尤其当需要了解填答者的某些动机、

主观评价、价值观念等内容时，问卷调查法不能获得生动的资料信息。其次，问卷调查法很

难发挥研究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在追踪问卷、提高填答质量方面，往往是填答者的素质和配

合度决定的，研究人员难以保证信息的绝对高质量。如果能将问卷法与其他研究方法搭配使

用，例如一些定性研究的深度方法，则可较好地规避上述缺点。 

设计问卷时，本研究以商业模式画布为基本框架，借鉴现有行业研究中提及的家族办公

室主要指标，及研究者本人多年来对行业的观察，设计出问卷（详见附录 1）。该问卷共包含

六部分：基本信息（公司历史与现状）；家族办公室功能配置（对财富管理、家族治理、行

政管家服务的配置情况、资源占用情况、收益情况）；家族办公室人员配置（各职能模块员

工的配备数量）；家族办公室成本结构（按类别分、按功能分）；家族办公室高管背景、家族

办公室客户概况。 

 

3.3.2  研究过程 

在调研对象筛选方面，由于目前中国所谓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大多是企业家的专属私人

投资团队，首要目标是协助企业家进行资本市场运作，其功能相对单一，并且隐私性更高，

很难进行调研，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联合家族办公室，大致包含三类机构：（1）传统财富管

理机构（信托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下属的家族办公室部门；（2）由企业家设立的

独立家族办公室；（3）由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设立的独立家族办公室。在其他条件上，

本研究并未设置特别严格的门槛限制，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本土家族办公室情况非常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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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希望尽可能囊括更多的调研个体。 

在数据收集阶段，研究者通过多种渠道，运用行业内部资源，尽可能多地接触家族办公

室。在家族办公室相对集中的上海、北京、深圳三地，实地走访并发布纸质问卷，问卷填写

者多为家族办公室的创始人或总经理，由研究人员现场回收问卷。该过程历经 1 月，共在三

地走访调研 27 家家族办公室。对其他地区的家族办公室，采用邮件发送电子问卷，并在发

放问卷后的第 3 天、第 7 天分别邮件跟踪，第 10 天电话问询，确保跟踪回收尽可能多的问

卷。两类问卷合计，在研究初始阶段共发放问卷 50 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35 份，回收率

70%。 

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行业概况，并以商业模式画布

为工具框架，描述家族办公室在各构成要素上的行业现状。 

 

3.4  结果分析 

3.4.1  行业概况 

从机构性质上看，19 家（54%）机构是企业家或专业人士设立的独立家族办公室，16 家

（46%）是传统财富管理机构下属部门。两类样本分布相对均衡，说明市场对两类机构各有

需求。不同背景的家族办公室所提供的服务必然有其独特优势，例如银行系家族办公室有较

大的平台优势，信托系家族办公室有较强的跨界资源整合能力，律师/会计师系家族办公室

则具备雄厚的专业实力。 

 

图 3-1：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规模（独立家族办公室数据） 

在资产管理规模方面，本研究遇到两个数据收集的困难。第一，有将近 1/3 的机构不愿

意透露该信息，因其将资产管理规模视为商业核心机密。第二，许多传统金融机构下属家族

40%

13%

20%

27%

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规模

100-1000亿 10-100亿 10亿以下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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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在填写问卷时，往往填写母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而非本部门资产管理规模，使得结

果可能产生误导。综合考虑上述问题，本研究近收录愿意提供信息的独立家族办公室作为有

效数据，其结果如图 1 所示，60%左右的家族办公室的资产管理规模小于 100 亿人民币。 

 

图 3-2：家族办公室地域分布 

从地域位置分布看，如图 2 所示，大部分家族办公室都在北京、上海、深圳设立总部或

办事处，三地总数超过样本数的一半。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二线城市（例如杭州、成都）紧

随其后，也是未来家族办公室的广阔市场。同时调研还发现，相较而言，独立家族办公室大

多只能设置单一总部，没有开设分支办事处，这或许是由于独立家族办公室资源相对有限，

布点能力较弱于传统财富管理机构。 

 

 

图 3-3：家族办公室成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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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立时间看，将近一半的家族办公室成立于最近 4 年，成立于最近十年的总和占到近

七成。这一情况基本符合行业发展情况，说明家族办公室是国内近年来的新兴现象，对很多

人来说是全新的概念。 

 

图 3-4：家族办公室创始人（股东）背景 

从家族办公室创始人背景来看，来自传统信托行业的家族办公室比例最高，这也符合中

国国内信托行业近年来向家族信托转型的大趋势。来自商业银行的比例也很高，这是因为银

行以往就有私人银行部，发展成家族办公室有天然基因。另一支力量来自于律师背景，法律

专业的高壁垒使得律师更能精准契合客户需求，并且调研中发现，实际情况是高净值人群已

经和律师维持了长久合作关系，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委托律师切入家族财富管理。下面对

此次调研中占比较高的四类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进行简单介绍，分别是“企业单一家族办公

室”（10%），“信托背景家族办公室”（39%），“银行私行背景家族办公室”（25%），“会计师、

律师背景家族办公室”（29%）。 

1. 企业单一家族办公室，是指大型家族企业在体系内部建立战略投资部门，并参股金

融牌照，以实现家族办公室的业务功能。这样的部门充当家族企业的买方机构，以管家模式

实现家族企业的规划布局。这类家族办公室的优点是高度忠诚于“客户”，完全以客户意志

为业务开展依据，更加高效和可信赖。然而，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家单一家族办公室”

在海外投资机会的服务功能上略有薄弱。并且“企业家单一家族办公室”内部最大的自有现

金流来源是主营业务，对外投资和金融投资占比相对有限。 

2. “信托背景家族办公室”最大的优势是基于自身独特的平台优势，整合多种资源以提

供全面的非金融服务。包括家族慈善、保单家族信托的特有的传承模式。在现阶段，“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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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家族办公室”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模式运作：1）、银行主导，信托“通道”，典型包括招

商银行与山东信托、建设银行与建信信托；2）、银信合作，信托公司参与主动管理，典型包

括浦发银行与上海信托；3）、信托公司独立自营，典型包括中信信托、平安信托和上海信托。

信托公司自身的综合实力按照三种合作模式与外部关系的减弱逐步增强。 

3. “银行私行背景家族办公室”能够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更全面的金融产品，同时依托自

身的平台优势取得较大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这种家族办公室主要会以“银行主导、信托‘通

道’的形式设立”，银行对在本行有超高授信额度的民营企业家有较强的业务整合能力，基

于双方在融资领域的全方面合作与信任，更加容易为家族企业家提供综合性的家族办公室服

务方案。 

4. “会计师、律师背景家族办公室”目前最大的优势是集中了全球体系的税务和法务专

家（以四大为例），借助国际化的视角为中国的家族企业与超高净值人群提供服务，虽然主

要服务内容在非金融领域，但是自身的专业性可以帮助他们成为其他合作机构重要的服务供

应商。同时，由于家族事务具有相当高的私密性，只有“会计师、律师背景家族办公室”能

够妥善给予解决方案，从而建立稳固的信任关系。 

 

3.4.2  商业模式画布分析 

（1）价值主张 

家族办公室的价值主张决定了机构如何挖掘并配置资源价值，以及开展关键业务。调研

中发现，本土家族办公室在客户价值主张上有如下共性： 

第一，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宗旨是更好地满足超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为客

户提供更精准、专业、私密的服务。家族办公室应尽量避免成为“产品销售”的角色，而应以

服务为导向，站在客户利益的角度，为客户提供综合的、一体的、全方位的家族管理方案。 

第二，家族办公室所能提供的业务模式是自身资源优势、核心能力与客户需求的结合，

从而确定机构定位。同时，也要根据自身情况，弥补业务短板，尽可能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 

第三，家族办公室需要在业务模式上不断创新，持续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同

时，家族办公室对市场成熟度、市场规范度有一定的期望值，在市场尚未成熟时，仍将谨慎

推出新业务。 

（2）关键业务。此次调研中，研究者参考国际惯例，将家族办公室提供的服务分为三

类：财富管理、家族治理和行政管家。三类服务再进一步细分为小类。另外，本研究还考虑

到家族办公室可以通过调用外部资源，以外包形式开展业务，这种配置方式也在调研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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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结果如图 5、图 6、图 7 所示。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在财富管理大类服务中，开展最多

的服务是“代际传承财富管理”和“税务统筹”，有高达 93%的本土家族办公室配置有此类

服务。图 6 显示，相比较于财富管理功能，家族治理功能的配置比率显然较低，其中最重要

的功能是“合规和监管支持”，配置比例达到 79%。“行政管家”这一功能更像是“享富”观念

的体现，因此业务配置的比例更低。图 9 可以看出，除了“留学与移民规划”和“日常法律

顾问”这种刚性需求外，其他服务的配置比例都很低。这可能与目前本土家族办公室服务的

大多是创一代有关，财富观念更注重维护和增长财富，而非享受财富。 

 

图 3-5：财富管理功能配置比例 

 

 

图 3-6：家族治理功能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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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行政管家类服务配置比例 

调研还发现，不同背景的家族办公室具有不同的优势所在，因此在主要业务上也各有侧

重，具体来看，各类家族办公室的主要服务内容，即其相对擅长的领域如下： 

 

表 3-1：各类家族办公室主要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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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要合作。在对“关键业务”的调研中，研究者就发现家族办公室存在大量的业

务外包现象。这也符合国际家族办公室行业的发展趋势：将非核心功能外包出去，或与细

分服务领域供应商合作，而不是一味追求在自己内部配置所有资源。这就涉及到家族企业

如何管理外部合作关系。有关该部分内容，研究者将在后续的访谈研究中予以详尽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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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高管团队背景（多选） 

 

图 3-9：投资负责人背景（多选） 

61%
57%

50%

43%

32%
29%

21% 21%

14% 14%
11%

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高管团队背景

64%

32% 32%
29%

18% 18% 18% 18%
14%

11%
7%

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投资负责人背景



43 

 

 

图 3-10：各类业务员工配置 

（4）核心资源。作为主要提供财富管理产品或服务、家族管理建议的机构，家族办公

室最重要的内部资源就是人才。此次调研的样本中，团队最小为 3 人，最大为 280 人，在人

才配置上有如下发现。①.团队中人数最多的是市场/销售团队，这也反映出行业发展现状：

市场认识和接受度不足，必须维持一个较大规模的销售团队，进行业务推广、客户教育、获

取客户。②.在高管构成方面，如图 8 所示，61%的机构配备有私人银行家背景的高管，57%

配备有律师背景高管，50%配备有资产管理背景的高管。这种配备基本可以覆盖目前本土客

户的几大需求。③.在投资负责人背景方面，如图 9 所示，大部分投资业务负责人是资产管

理背景出身。这一情况与欧美国家是基本一致的。2007 年沃顿家族联盟考察了欧美大型单

一家族办公室的首席投资官（CIO）背景，最高比例的前四种分别是资产管理、私人银行、

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服务，这也与本次调研的结论基本一致。④.各大业务板块的员工配置

上，如图 10，“财富管理”类员工最多，约占总体调研人数的 46%；其次是“家族治理”，员工

配置占比 30%；再次是“行政管家服务”，人员占比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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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客户平均资产规模 

（5）客户细分。①.准入门槛。此次调研的 86%的家族办公室对客户设置了准入门槛，

对客户最低可投资资产规模的要求分布在 1 千万人民币到 5 亿人民币。同时，实际服务客户

的平均资产规模分布与准入门槛的分布也比较类似（见图 11）。最低门槛的限制相比国外联

合家族办公室常见的 2 千万美元标准，显然低了很多，甚至有 14%的机构并不设置任何门

槛。这主要是因为本土家族办公室行业正处在初始发展阶段，获取客户尚且存在很大障碍，

为了生存便不愿意对客户筛选过于苛刻。②.典型客户画像。根据调研数据，一个较为典型的

本土家族办公室客户为：平均年龄 51 岁，64%概率为男性，76%概率仍然是家族企业的实际

控制者，89%概率是家族企业的创一代，不过 79%概率已发展至第三代。 

（6）渠道通路。家族办公室在获取客户时，主要会通过以下几种渠道。首先是股东/创

始人自身的社会关系。例如股东/创始人是银行家就可以凭借融资便利提供关系型营销渠道；

如果是投行家，那么获取的客户并不以地理区域为分界，当服务客户持有的公司股票上市后，

可以为其提供资产配置和规划。其次，借助以上两类通道和客户，家族办公室可以在区域内

的超高净值人群中积累的一定的知名度，如果已有客户是区域重要意见领袖，这类意见领袖

有较多的追随者，很快可以打开宣传通路。最后，也有家族办公室设立了专门的市场营销职

能模块，在一些特定领域和人群中展开宣传，不定向地收获客户。当然，总的来说，家族办

公室还是基于一种“熟客文化”，因此调研中绝大部分家族办公室都表示，自己的营销推广

成本是比较低的，并不会特意去进行做广告等宣传，而是通过关系营销触及潜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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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与客户沟通频率 

（7）客户关系。①.汇报沟通频率。大部分家族办公室（39%）每季度向客户汇报。这

一频率和美国家族办公室的汇报频率一样，这说明大部分本土家族办公室在治理上参照了美

国的标准（欧洲家族办公室通常采用月度汇报）。除了正式汇报外，还有 54%的本土家族办

公室保持每月与客户进行非正式沟通。②.客户投资目标。82%的本土家族办公室认为客户的

首要投资目标是“资产保全和增长的平衡”，21%认为首要目标是“资产保全”，完全没有机构

认为首要投资目标是“激进型资产增长”，更加不愿意在投资时愿意选择高风险项目。这也说

明我国超高净值人群较为保守的风险偏好。③. 资产配置。本土家族办公室客户的大概资产

配置还停留在传统的权益和债券资产类。其中权益类投资产品占比大约为 29%，固定收益类

产品占比约 48%，这与客户较为保险的风险偏好是一致的。同时，还有约 22%的资产会配置

到房地产上，这和国外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的资产配置或许有较大的差异。其他另类资

产配置在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还比较少见，仅有 1%左右的占比，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外

家族办公室往往配置 20%-30%的资产在另类资产投资上。 

（8）成本结构。①.按功能划分，家族办公室的人员成本占比最大，其次是管理成本、

运营成本。作为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很高的人员成本是应有之意。有趣的是，独立家

族办公室和传统财富管理机构下属家族办公室的成本结构有较明显差异。独立家族办公室的

人员成本更高，但管理成本更少，这说明两种家族办公室的组织结构很不一样：独立家族办

公室的组织架构相对扁平，团队更灵活，因此管理成本更低。②.按业务板块分，家族办公室

在各项业务上的成本分摊比例与各项业务的人员配置比例基本一致，财富管理功能的人员配

4%
0%

29%

39%

21%

7%7%

21%

54%

11%

0%

7%

0%

10%

20%

30%

40%

50%

60%

每天 每周 每月 每季度 每年度 不定期

与客户沟通频率

正式报告 非正式沟通



46 

 

置最高，成本比例也最高。 

 

 

图 3-13：按功能划分的成本结构 

 

图 3-14：各业务板块成本分摊 

（9）收入来源。在家族办公室配置的诸多功能中，“投资管理”获取的收益占比最高，

单项占比达到 31%，远远高于其他所有项目。家族办公室从投资管理中获取的收益主要是投

资产品销售和资产管理费。“家族治理”和“行政管家服务”大多属于咨询型服务，一则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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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笔收费，二则本土超高净值人群或许还未习惯为服务付费，而是更愿意支付交易佣金，或

将投资收益与家族办公室分成。 

 

图 3-15：各项服务的收益占比 

3.4.3  总结 

本研究以商业模式画布为工具，尽可能详尽地描述本土家族办公室目前的商业模式。主

要发现有：（1）价值主张：本土家族办公室以更好地满足客户——超高净值人群——的个性

化、定制化需求为宗旨，以服务为导向，站在客户角度思考；（2）关键业务：目前中国本土

家族办公室主要以财富管理业务为主，其中又以代际传承财富管理和税务统筹居多；（3）重

要合作：许多家族办公室会将非核心功能外包出去，而非一味追求自己配置所有资源；（4）

核心资源：家族办公室最重要的内部资源就是人才，目前最多的是财富管理类员工，但普遍

缺乏更专业、更通达多种业务的顶尖人才；（5）客户细分：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典型客户画像

为：平均年龄 51 岁，64%概率为男性，76%概率仍然是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者，89%概率是

家族企业的创一代，不过 79%概率已发展至第三代；（6）渠道通路：家族办公室大多通过关

系型营销渠道，借助银行家、投资家等创始人的不同背景，触及相应的客户群：（7）客户关

系：大部分家族办公室与顾客保持较为密切的客户关系，并实现客户的稳健型资产管理目标；

（8）成本结构：家族办公室的人员成本占比最大，尤以财富管理功能的人员成本最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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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家族办公室主要凭借投资管理获取收益，还没有太多咨询型服务的收益。 

受问卷调研的方法特性限制，部分要素无法深入分析，将在后续的研究二中通过案例研

究方法予以弥补。 

 

4. 研究二：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案例分析——K 家族办公室 

4.1  研究简介 

第三章的研究一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进行全景式调研，希望从宏观上描绘该行业在中

国的发展现状和市场格局。研究者试图尽可能详尽地描述本土家族办公室目前的商业模式，

努力扩大发放问卷的规模，在问题设置上也力图涵盖商业模式的各个要素。问卷调研法有助

于从宏观角度考察一个研究命题（现象）的频次、范围、程度，分析各个因素的内在关系。

但很难解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条件，难以展现系统的复杂性、多元性，也无法预测某种现象

的未来走势。研究一难以回答的问题包括：家族办公室如何理解自身定位？如何设计关键业

务？如何获取并保有核心资源？有哪些重要合作关系？这些问题无法通过问卷调查，这是受

研究方法的特性所局限的。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完整、研究范式更加科学，本研究进一步设计了研究二，采用个案

研究和深度访谈的形式，与研究一进行呼应。在研究二中，视角将从行业层面下沉至组织层

面，选定一家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案例研究。研究者对家族办公室的创

始人、业务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以商业模式画布为分析工具，挖掘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

式中的潜在问题与改进思路。 

 

4.2  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4.2.1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在包括营销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社会科学诸多学科

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定义上看，案例研究涵盖了设计的逻辑、资料收集技术以及具体的

资料分析手段，是一种全面地、综合性的研究思路（罗伯特·K·殷，2010）。薛可等（2008）

则认为，案例研究法是遵循一定的原则, 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对一个或多个事件进行深入分

析，从而得出具有一般规律性的结论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并不囿于某一种或几种

资料收集和分析手段，而是多种手段的结合；案例研究应当不仅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

在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从类型上看，案例研究除了可以根据具体使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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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为单一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外，还可以根据案例研究的不同功能，分为探索性案例研

究、描述性案例研究和解释性案例研究（Tellis，1997）。探索性案例研究是指研究者到现场

了解情况、通过各种手段收集资料，从而形成案例，然后再确定研究问题，并提出理论假设。

描述性案例是通过深度描述当事人、事件及其全过程，在描述中形成观点或者检验已经提出

的假设。解释性案例则是通过特定案例，分析和解释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 

本研究选择案例研究法，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相比于传统的调查、档案分析

等定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并且可以与与前文的文献综述法、问卷调

研法形成优势互补。相比于从行业宏观视角入手、大范围、结构化的问卷调查，案例研究更

加深入、更加全面，可以通过对某一具体组织的分析，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和命题；并且案例

分析更加生动活泼，跳脱枯燥的理论，研究过程和结论都更加贴近实际。其次，案例研究法

比较适用于家族办公室研究。家族办公室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性和实践意义的研究领域，研

究成果的深入拓展绝对离不开对于现实案例的关注。密切关注现实的动向，才有可能从中找

到新发现。运用案例研究法有助于研究者从多种多样的家族办公室运营实例中抽取提炼出理

论切入点。纵观目前国内的家族办公室理论研究，案例研究法的使用频率也是比较高的。 

进一步看，本研究采用了描述性单一案例研究，聚焦特定的一家家族办公室，通过描述

其经营现状，分析商业模式，找出家族办公室改进之路。研究对象的信息来源于深度访谈和

资料研究，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相结合，有利于全面宏观分析研究对象。选用单一案例研究

首先是因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和拓展研究一对当前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的发现，

进而探究商业模式各要素的逻辑关系。聚焦单一组织，可以更深入、持久挖掘组织特征，从

而提出新观点，而非通过多案例进行反复验证或对比，以检验某一理论。当然，客观上，由

于采用深度访谈的形式，访谈内容多有涉及家族办公室内部核心信息，需要研究者与家族办

公室经营者建立高度信任，因此对研究者获取素材的资源、能力、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比

较大的挑战。受到这些因素限制，本研究选择单一案例研究。另一方面，本研究采用描述性

研究方法，主要也是出于研究目的的考虑，以提出观点为主，而非验证假设或现有理论。 

 

4.2.2  研究过程 

本研究选择K家办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看重K家办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代表性，

具体体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机构背景。根据研究一的调研，目前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创始人背景以信托、

银行为最多。实际走访中也发现，“信托背景家族办公室”占大多数。K 家办是信托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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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其创始人也大多来自 K 投资曾经的高管，这是目前中国本土家办的常见机构背景。

并且从 K 家办服务的客户人数以及服务内容来看，K 家族办公室具有典型的联合家族办公

室的特点，也能代表大多数本土家族办公室。 

第二是发展历史与现状。K 家办成立于 2015 年，恰逢本土家办“井喷”式涌现的起点。

K 家办经历了本土家族办公室从“竞相下海”到“优胜劣汰”的过程，4 年发展后，已基本

在长三角站稳了脚跟。客户数量、管理资产总规模自成立以来逐步增长，在家办服务竞争比

较激烈的中国市场，显示出 K 家办具有一定的产品服务特色，可以与客户建立较长的合作

关系。通过分析 K 家办，有利于我们回顾本土家族办公室最近 4 年的发展历程。 

最后是客户特征。K 家办目前典型的客户画像是：50-65 岁的第一代企业家，主要从事

地产行业和进出口贸易行业，主要的分布区域在上海与浙江，可供投资金融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根据 K 家办运营的客户反馈来看，前期客户拓展的主要需求是资产的保值增值。这

样的客户特征十分符合目前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客户类型，比较有代表性。 

本研究共对 K 家族办公室进行了两次深度访谈，每次访谈制定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

的访谈对象，设计详细具体的访谈提纲。具体介绍如下。 

2019 年 2 月 15 号，研究团队赴 K 家族办公室位于上海的总部进行第一次访谈。访谈

共进行了 4 小时，与 K 家族办公室的总裁、总经理、产品经理深入交流。首次访谈有三个

目的：1）与高管沟通和交流，了解 K 家族办公室的基本情况，以及目前家族办公室行业内

的标杆模式、实务案例；2）调研和考察 K 家族办公室目前运营下的组织架构、管理流程、

经营策略、业务模式、信息化等领域的运作，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3）探讨行业痛点和优

化方向。访谈提纲可见附录，问题涵盖了客户模块、业务模块、内部管理模块等方面。 

2019 年 3 月 1 号，研究团队对 K 家族办公室进行了第二次调研。此次访谈用时 3.5 小

时，参与者包括 K 家族办公室的总裁、家族财富管理事业部总经理、产品经理（2 人）。在

第一次访谈的基础上，这次调研更加深入，主要目的是了解 K 家族办公室各事业部的运营

模式，并与前、中、后台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此次访谈时提出的问题更加具体，例如前、

中、后台岗位职能及运作方式、考核及激励机制。 

在两次访谈间隔期，研究团队还阅读了大量 K 家族办公室的内部文件，包括业务说明、

产品介绍、组织架构、管理文件、战略规划等。结合两次访谈共计 3 万字的访谈记录，研究

团队对 K 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建立了全面深入的认知，并展开了详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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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K 家族办公室简介 

4.3.1  基本情况 

研究二选择了一家位于上海的 K 家族办公室（以下简称 K 家办）作为研究对象。K 家

办成立于 2015 年 6 月 5 日，2017 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正式登记备案为“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K 家办的股东是 K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K 投资），该公司注册于 2010

年，在杭州、上海、香港、美国和澳洲开展业务，根据 K 投资提供的数据，目前资产管理规

模约为 150 亿元。K 投资的股东包括某地产企业、某国企、某信托公司等。 

K 家族办公室主要以高净值客户的环球资产配置服务为核心，主要投资产品包括私募地

产基金、权益基金等，同时亦提供保险、信托、身份规划、留学等服务，为超高净值人群提

供专业支援服务与多元化解决方案。通过增值、保值、传承三大版块产品，建立家族办公室

的特色服务品牌。 

 

4.3.2  组织结构 

K 家族办公室目前主要业务部门分为前、中、后台，统一由 K 家族办公室 CEO 管理。

前台为家族财富管理事业部，配置客户经理、投资顾问与客户助理，主要承担市场拓展、维

护功能，提供资产配置意见并完成销售工作。前台的收入绩效主要与销售业绩挂钩，客户经

理、投资顾问与客户助理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 

K 家族办公室的中台称为产品事业部，以产品经理为核心，提供多种配置的产品支持，

并负责产品设计介入、市场分析等工作，按照 K 家办的总体绩效进行考核。 

K 家族办公室的后台称为运营部，包括合规、风控、技术体系的内容。后台以合规为核

心，向前台中台提供法律、合规支持以及信息系统。同时建立内部管理系统，供前台人员了

解内部产品，并完成对于客户的建档管理。后台的绩效同样是按照 K 家办的总体绩效进行

考核。 

 

4.4  K 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分析 

4.4.1  客户 

与所有的金融机构以及类金融机构相同，家族办公室构建商业模式、开展业务的起始点

永远是基于客户资源。家族办公室的本质是提供服务，因此没有客户的业务拓展是没有任何

意义的。因此在分析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时，我们也将从客户一端入手。商业模式画布中涉

及到客户的要素是客户细分、客户关系、渠道通路。家族办公室的目标客户相对清晰，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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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财富管理需求的高净值人群。但如何获客（渠道通路）、如何维系客户（客户关系），则需

要逐一拆解。除了分析这些要素，我们还额外关注与之相关的成本结构，即获客成本。 

渠道通路。K 家办获取客户资源的通道有四种：1）银行家，股东中的银行家凭借融资

便利提供关系型营销渠道，K 家办向经由此通道获得的客户提供全面资产管理服务；2）投

行家，股东中的投行家获取的客户并不以地理区域为分界，当服务客户持有的公司股票上市

后，K 家办的主要服务方向是为其提供资产配置和规划；3）区域重要意见领袖，借助以上

两类通道和客户，K 家办在区域内的超高净值人群中积累的一定的知名度，不少客户是区域

重要意见领袖，这类意见领袖有较多的追随者，很快可以打开宣传通路；4）有社会影响力

的低频服务供应商，K 家办向这些服务供应商采购部分业务服务，因此可以凭借这类供应商

的服务口碑获取客户。K 家办运用这四种渠道的具体信息请见下表。 

 

表 4-1 四种渠道简介 

合作方 资源特点 合作要点 合作模式 

银行家  掌握当地多数中大型企业与企业家

资源，给与融资便利，可以进行相应

的综合服务营销，为银行提供外部

综合服务包 

关系型营销  向银行提供外部

综合服务产品  

投行家  投行家服务客户并不是以明显的区

域为界限，因为已经为特定企业提

供了投资服务，股东解禁后的财富

分配诉求是他们所需的  

资产配置能力和灵

活的增值  

传统的资产配置

方案  

重要意见领袖  能够在特定区域成为重要意见领

袖；但是对于家族办公室的产品竞

争力要求会比较高，产品定价在目

标区域要明显的中低风险，同时提

供有竞争力的价格  

彼此文化认同、销

售费用、配置合理  

合伙人制度  

服务供应商 低频服务的口碑和实际结果，让目

标区域的客户满意和认同  

成功的案例和信任  直接采购  

客户关系。家族办公室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长久稳定的信任关系是客户维系的基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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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随着业务的逐渐深入，家族办公室与家族融合度越来越高，对信任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强。

由于超高净值人群往往拥有比普通人群更加广阔的社会资源与人脉关系，因此家族办公室的

信任营销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长期的稳定相处获得。 

通过调研发现，对超高净值人群而言，建立对家族办公室的信任关系的典型路径可以如

下：家族办公室提供的资产配置产品并不一定会取得绝对的最高收益，但是回撤成本最小，

或者损失本金最低。相对其他配置产品的机构而言，回撤成本最小的家族办公室可以大幅度

提升客户信任。超高净值人群早期的分散化投资可能是不同管理人与不同大类资产的同时分

散，后期会逐渐演变成相同管理人管理的不同大类资产的分散；同时，低频但是可以解决超

高净值人群事务性需求的产品也能够建立充足的客户信任关系，例如在欧美地区，律师是家

族办公室之中最重要的枢纽人物；除此以外，为家族企业家或者高净值人群提供融资或者上

市帮助的能够大大增加客户信任。 

因此，对于 K 家族办公室而言，信任的建立主要来源于资产管理水平的提升，或者是

客户对于 K 家族办公室股东方所提供资源与服务的满意和认可。在提供资产配置方案时，

需要充分考虑客户的需求，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而更看重低回撤成本、低损失本金风险。

在后续的产品分析时，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客户需求是如何决定 K 家族办公室的服务内容。 

财务成本。在建构或分析商业模式时，都需要对财务平衡进行测算。由于服务超高净值

客户，人员的专业性以及办公环境的优异性都十分重要，因此在客户端的财务平衡需要考虑

获客成本、人员成本和办公租赁成本。目前中国的主要高净值人群分部区域以长三角、珠三

角、北京天津为主，安徽、河南、湖南与山东的高净值人群增速相对较高。K 家办目前的客

户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主要通过关系营销获取，因此获客成本相对较低。如果未来希望进一

步拓展业务范围，就需要充分考虑投资收回时间和预期的规模增长率。假设未来 K 家族办

公室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 3 亿元的时候，预期会有 600 万元左右的收入，其中人员支出预计

在 400 万元，办公支出预计在 150 万元，并考虑部分其他支出准备金，此时 K 家族办公室

方可基本实现阶段性盈亏平衡。因此，确定最低业务水位线是家族办公室衡量获客价值的前

置条件。 

综合渠道通路、客户信任、财务成本来看，K 家办未来的目标市场应为：1）股东地产

公司的开发区域；2）与 K 投资公司有业务合作的区域；3）具有显著的服务解决优势（例如

融资）的区域。 

 

4.4.2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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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办公室的业务模式需要依托自身及机构在过往形成的独特背景优势。例如，律师背

景的经营者，其机构强调在财富保障和传承、法律风险规避方面的优势；具有海外资源的从

业者，其机构在全球配置、离岸信托等服务上就会特别着力；信托背景的机构，在资产管理

方面的服务能力就相对更强。 

研究一发现，在家族办公室的业务配置中，“投资管理”并不是最受推崇的业务，这和通

常的认知似乎有所偏差。然而在此次访谈中，K 家办运营者却认为这并不令人惊讶。许多家

族办公室是来自信托或律师北京，主要业务重心是代际财富传承和风险管理。尤其是律师背

景的家族办公室，其核心竞争力并不在于投资管理及类似业务，而在于非投资类但直接关涉

到家族发展和延续的领域。从另一个角度看，超高净值人群有很多其他渠道可以满足投资和

财富增长的需求，并不完全需要由家族办公室来承担这项功能。 

在实现代际财富传承的主要方式上，目前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主要有如下三种方式。（1）

家族办公室培养家族首席投资官（CIO）。CIO 是家族办公室的核心人物之一，承担着组织管

理家族投资、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任务。CIO 需要充分了解各类资产的优缺点、特性和

与自己家族的匹配程度，在市场上遴选优质且符合家族诉求的投资机构，组织和执行投资，

同时管控风险，对投资结果负责。总的来说，CIO 的职责并非一味地“为客户赚更多钱”，而

是“帮助客户持续保持富有”。（2）家族办公室参与投资决策。有时家族企业所有者（经营者）

自行进行投资决策，家族办公室应参与决策过程，拥有一定的建议权和决策权，以自身的专

业知识提供帮助。（3）家族办公室协调实现后代之间的平衡。后代之间的利益纷争往往会对

家族财富造成不必要的损耗，家族办公室需要在后代之间进行利益调停，实现财富在代际之

间的平稳传承。 

K 家族办公室也是根据自己的核心优势开展业务，主要以高净值客户的环球资产配置服

务为核心，主要投资产品包括私募地产基金、权益基金等，同时亦提供保险、信托、身份规

划、留学等服务。根据资产配置理论，家族办公室为超高净值人群提供的资产配置要符合分

散化，对于任何家族办公室都要给予合适的资产配置，资产配置的总体原则是大类资产的相

关系数较低。目前 K 家族办公室给予的配置比例大致是 70%国内、30%海外，同时将固定收

益、权益和现金类产品交叉配置。这是符合目前主流家族办公室的资产配置要求的。 

K 家族办公室的业务开发流程如下：市场部门在完成获客之后，开始挖掘前端市场客户

需求，定位客户特征，梳理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通过中后台的共同选取分析，由客户经理

与客户讨论后确定投资组合方案并进行投资签约；在中台的产品引入阶段，K 家办通过尽职

调查以及投决会机制确定产品引入，并建立了风险准备金机制，预提风险拨备应对潜在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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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图 4-1：K 家族办公室客户资产配置流程 

 

图 4-2：K 家族办公室产品引入流程 

 

在开辟新业务尤其是弥补自身短板的业务类型时，K 家族办公室与大部分本土家族办公

客户经理端

客户经理端

✓ 倾听和了解客户需求；

✓ 搜集和整理客户信息：
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
家庭收入、支出、投资
情况等；

✓ 投资风险评估测试

客户经理、投资顾问
+产品经理端

产品经理端

✓ 根据客户经理提供
的客户基本情况，
出具资产配置初步
建议书（附模板）

✓ 根据客户需求进一步
分析和沟通，规划和
修改资产配置方案

搜集、了解产品信息，观摩产品路演

填写产品引入申请表

开展产品尽职调查

召开投资决策会议（每周一早上召开）

引入产品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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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类似，仍然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首先是因为中国客户的需求有很强的独特性，如何使“家

族办公室”这一舶来品真正在中国市场落地，如何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业务模式，行业从业

者普遍比较困惑。其次，中国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不成熟，都是让从业者踌躇不

前的因素。 

另外，已有家族办公室开始配置“精神传承”的功能，反映出市场对这方面需求的提升。

这一点在其他行业报告中也有体现。例如早在 2015 年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针对中国高净值

人士的调研中就发现，高净值人士已经开始注重精神上的传承，将“精神财富和传承”列为家

族财富传承中最重要部分的比例高达 65%。可以想见，未来本土家族办公室的业务将向着家

族全方位传承的纵深发展。 

 

4.4.3  核心资源：人力储备 

在访谈中，K 家办运营者表达了对行业人才紧缺的高度关注。行业缺少的人才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有经验的特别是国际化运作、跨境投资经验的人才；另一类是具有多元化背景，

可以兼跨财务、投资、法律等领域的综合型人才。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需求非常复杂，为之

服务的人员也必须具备广阔、全面的知识和能力。可以说未来家族办公室的行业竞争的实质

就是人才的竞争，谁掌握了优秀人才谁就能胜出。 

面对这种情况，目前国内有一些家族办公室已经将人才培养提上日程，制定了内外结合

的人才培训计划。内部培训主要通过业务实操，在实践中学习。有的机构还设置了“师徒传

帮带模式”，也是为了在实践中最快地传递知识和经验。还有机构运用角色扮演、沙盘演练

等方式，增强应对经验培训。外部培训主要是与专业机构合作举办培训，安排员工参加学界

业界的讲座等。但由于行业还没有形成标准化的业务模式和知识提炼，因此总的来说，家族

办公室的经营者们普遍更加认可内部培训。 

具体到 K 家办的运作模式来看，中后台的关键岗位支持十分重要。客户经理可以通过

当地招聘或者合伙人的形式招募，他们主要负责关系建立；中后台必须是熟悉 K 家办尤其

是 K 投资公司的产品的内部培养人才，早期建设确保产品部与合规风险部的形式完整，每

个岗位至少 1 人，早期投决授权由总部管理。在分支机构规模足够之后给予部分投决授权。 

 

4.4.4  重要合作：业务外包 

目前本土家族办公室对外包业务的接受度很高。例如如果一个律师背景的家族办公室需

要投资建议，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个细分投资领域寻找优秀的投资经理。尤其是对于独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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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而言，很难将全部服务的优秀人才都聚集在一起，从成本结构考虑也并不经济。因此

采用合作方式提供非核心功能反而是更优化的方案。 

K 家族办公室目前正在试图建立一套标准化管理体系，未来将以功能服务包的方式进行

模块化输出。这将有利于 K 家族办公室打造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功能服务包主要

包括以下内容：1）、资产端模块化输出，通过卓越的资产配置能力对外提供资产配置服务；

2）、管理端模块化输出，向具备客户渠道但是没有管理体系的合作伙伴提供专业合规的人才

服务体系；3）、家族事务服务模块化输出，通过全面快速的事务处理经验，向有事务处理需

求的高净值人群或者合作伙伴输出业务服务。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揭示出在相关领域的细分市场中存在大量机遇，未来为家族办公

室或传统财富管理机构提供更加细分、做精做细的服务，是一个巨大商机。未来可能会出现

专门为家族办公室提供资产保护服务的咨询公司、专门为家族办公室招聘经理人的猎头公

司、专门为家族办公室定制报告的科技公司等。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专门为家族办公室提

供定制化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4.5  结果分析 

4.5.1  商业模式画布的要素及结构分析 

经由研究一的行业调研和研究二的案例研究，本文对商业模式画布理论在家族办公室

行业的运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详尽分析。分析发现，家族办公室作为宏观意义上的服务业，

和其他服务业一样，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根本理念，其价值主张是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

产品和服务。而且从家族办公室目标客户——高净值人群的需求来看，其对服务的专属性、

私密性、个性化有更高的要求，只有满足了这些要求，才能在家族办公室和客户之间建立充

分的信任，才能开展深度介入家族事务的业务。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在用商业画布理论分析家族办公室行业时，其背后的商业逻

辑不应以资源或业务为中心，而应以客户为中心，下图展示了家族办公室行业的商业模式要

素及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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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画布的要素及结构 

 

根据商业模式画布理论，组织的商业模式共包含四大模块、九大要素，彼此之间具有一

定的结构和运行逻辑：企业基于一定的资源和价值活动来创造产品，再通过特定的渠道向用

户销售产品，并借此传递价值。建立和维持这些活动与渠道所需的成本，结合销售产品获取

的收入，共同决定了公司的财务利润。该理论并未明确提出其中提供“驱动力”的核心要素

究竟是什么，相对更看重资源与价值主张的重要性。而本文认为，在家族办公室这一行业，

核心要素应为客户模块，并且由客户模块决定了资源模块、业务模块如何配置，最终共同影

响财务模块。在初创家族办公室时，构建商业模式的思考路径大体应为： 

1）“客户细分”是第一要考虑的因素，目标对象决定相对应的渠道通路，以及相匹配的

客户关系。 

2）客户细分明确了客户需求，客户需求又决定了关键业务。基于关键业务的需求，企

业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核心资源，并构建相应的重要合作。在这一步，重要合作与核心资源是

企业外部、内部的两种制约力量，因此有时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的关键业务选择，彼此之间

是双向作用关系。 

3）关键业务决定企业传递何种价值主张，而价值主张是否清晰，又会在于客户的互动

中影响客户关系，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应在客户关系与价值主张之间构成良性循环。 

4）能否满足客户需求是客户模块的根本衡量指标，进而决定了企业的收入来源，并与

受资源与业务影响的成本结构一起，共同决定企业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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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结构 

根据本研究对商业模式画布理论提出的新思考，本研究认为，本土家族办公室在初创时

构建商业模式，或在发展过程中调整商业模式时，首先应从分析商业模式的客户模块入手。

在客户细分时，根据个人可投资资产数额、企业所处行业、财富管理意愿与诉求、过往财富

管理史、人口统计变量（年龄、教育水平等）等指标，设定一定的筛选标准，精准锁定细分

客户群。继而选择合适的渠道通路，这一步通常需要结合家族办公室创始人或股东公司的已

有资源，尽量运用关系营销渠道。在触及客户后，要尽可能建立深厚稳固的客户关系，主要

依赖家族办公室的产品设计、服务内容、组织资质、人才队伍、既往历史等信息。在明确客

户模块的操作路径后，接下来应根据客户需求和客户关系的质量来设计关键业务。在设计业

务时，还需要考虑重要合作及核心资源：哪些业务必须由家族办公室自主配置，哪些业务可

以寻求外部合作伙伴；关键业务提出了怎样的人才要求，如何搭建满足要求的人才队伍，如

何构建高效运作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关键业务的质量和水平决定了家族办公室可以

向客户传递什么样的价值主张，并且可以进一步影响客户关系。一个优秀的家族办公室，应

该实现客户关系与价值主张的良性循环，即良好的客户关系有助于家族办公室更加从容和游

刃有余地开展业务，而高质量、个性化的业务所传递的价值主张，又能进一步促进客户关系

向更深更稳发展。最后还要注意实现成本和收入的均衡。在成本方面，尤其注意拓展市场和

设计产品的成本，在必要的时候尝试借助合作伙伴的力量，有条件时考虑协销模式；在收入

方面，逐步扩大收入来源，除了资产管理投资理财的直接收入外，有意识地培养客户的支付

习惯，逐步提高咨询类服务的收费占比，形成更加低风险的收入结构。 

 

5.  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建议 

经过研究一的宏观分析和研究二的案例分析，本研究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

有了较为深入的认知。研究首先发现，本土家族办公室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根本理念，

其价值主张是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其商业模式结构中不应以资源或业务为

中心，而应以客户为中心。其次，家族办公室必须能够满足客户——高净值人群对服务的专

属性、私密性、个性化的要求，才能和客户之间建立充分的信任。最后，本土家族办公室的

未来发展趋势是要逐渐开发更加深度涉入家族事务管理的业务，引导市场和客户对家族办公

室的认识不断发展成熟。 

在此基础上，本章将尝试对未来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提出可行性建议，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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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条家族办公室健康发展之路。具体做法上，本章将首先对家族办公室的行业现状进行

分析，充分认识发展机遇和市场痛点。其次，本章将针对商业模式的各个元素提出建构建议，

并提出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未来发展应关注的要点，进一步提出战略规划重点。 

 

5.1  行业分析 

5.1.1  发展机遇 

1）财富积累持续增长 

对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资产规模估测，本研究援引两份较为权威的行业研究报告。第一份

为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9 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一）。招商

银行和贝恩公司自 2009 年起已经连续十年追踪中国财富市场，通过长期市场追踪、数据积

累分析和大量高净值人群的调研访谈，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权威性。第二份

报告为中国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 2019：守正创新匠心致

远》（以下简称报告二）。该份报告对 3399 名建行私人银行客户进行综合调研，在大量数据

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中国财富市场的环境与客户需求变化，具有一定的行业代表性。 

根据报告一的统计数据，2018 年，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

数量达到 197 万人，2016-2018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2%；预计到 2019 年底，中国高净值

人群数量将达到约 220 万人。在资产规模上，2018 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 190 万

亿人民币，2016-2018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预计到 2019 年底，可投资资产总规模将首

次突破 200 万亿大关。2018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 3080 万人民币，共

持有可投资资产 61 万亿人民币；预计到 2019 年底，高净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

约 70 万亿。 

根据报告二的数据，2018 年，国内可投资金融资产 6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

数量达到 167 万，规模上位居全球第二，预计 2019 年-2023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复合增长速

度约为 8%，在 2023 年增长到 241 万人，预计可投资金融资产将达到 82 万亿人民币。 

综合两份报告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积累持续增长，这是一个具有巨

大增长潜力和市场价值的领域。 

2）财富管理观念有所更新 

借助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双轮驱动，在产业升级、大众创新等宏观经济大趋势下，高

净值人群的行业分布从传统制造行业逐渐拓展到新兴行业，并且资产管理理念不断更新。从

高净值人群的投资心态和行为看，他们的财富目标更为成熟，资产配置的意识更为强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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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传承的认知和思考更加深入。在 2011 年之前，调查发现排在高净值人群财富目标首位

的是“创造更多财富”。近年来，随着这个群体逐渐完成艰苦创业的奋斗期，他们越发开中

如何更好地保障今后的生活。2017 年，“保证财富安全”第一次成为首要财富目标，其次是

“财富传承”和“子女教育”，而“创造更多财富”已经被挤出了前三。而在过去两年，中

国经济和财富市场增速放缓，市场持续波动，使得高净值人士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认识进一步

深入，避险情绪随之加强。报告一调研发现，“保证财富安全”和“财富传承”是 2019 年高

净值人士最重要的两个财富目标，并且占比相较 2017 年还有所上涨。而且有越来越多的高

净值人士深刻体会到各类资产的潜在风险，开始意识到投资需要在风险和收益之间不断做出

权衡，如今已经不再是依赖单一资产快速赚取高收益的时代，财富管理需要进行专业、长期

的配置管理，并进行动态调整，才能真正做到保值增值。 

 

图 5-1：2009-2019 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目标对比 

来源：招商银行《201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3）家族财富传承迫切性不断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至今已经发展了 30 多年，第一代创业者普遍到

达了“退休”的年纪，中国家族企业逐步进入交接期，基业长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根据报

告二调研，50 岁是高净值人士理财目标转变的分水岭，可以说目前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正在

发成结构性变化。早期，“富一代”们对财富传承的理解，大多停留在利用遗产、保险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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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现财富代际传承，目的是给后代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基础。但随着对财富传承问题的

思考更加深入和成熟，更多高净值人士开始反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家族财富传承

必须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难题，否则财富只会逐渐贬值或耗散。因此，许多高净值人群开

始思考“财富传承”的更好方式。 

报告一和报告二都指出，2019 年，已有超过 50%的高净值人士正在或即将进行财富传

承的安排，报告一更是指出，这是在过去十年间该比例首次超过尚未开始准备财富传承的高

净值人群。这说明，高净值人群对财富传承的需求已经开始付诸于行动。 

 

图 5-2：2017-2019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传承准备情况 

来源：招商银行《201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在报告一中，个人可投资资产在 5 亿及以上的极高净值人群中，有超过 75%的人士愿

意尝试家族办公室，其中“创一代”企业家、二代继承人的需求意愿更高，这是由于在中国

经济增速放缓及结构性改革的当下，这些企业家面临企业经营和转型的挑战，传承复杂度大

大提高，因此更加迫切地需要综合传承的服务。当然，这也与多年以来本土家族办公室孜孜

不倦开拓市场，从而使得极高净值人群更加深入了解和认知家族办公室息息相关。但是，报

告二显示，目前国内正在使用家族办公室的高净值人群仅占受访对象的 2%。这说明还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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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的市场需求没有被满足。 

在谈及未来对家族办公室的服务期许时，根据报告一，极高净值人群对家族企业未来的

规划及安排建议服务需求和期许最高。 

 

图 5-3：2019 年中国极高净值人群对家族办公室服务预期 

来源：招商银行《201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以上三点说明：1）高净值人士金融资产管理需求日益增长，目前我国的家族财富管理

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市场，并且这种需求还将持续增长，潜力无限；2）伴随家族办公室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构架与发展，如果能克服目前阶段家族办公室发展的各种痛点，中国家族

办公室会成为未来高净值人群财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5.1.2  发展挑战 

尽管我们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有着较为乐观的行业发展憧憬，但有机遇必然就会有挑

战，通过本文的研究，现将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归纳为如下五点。 

1）中国法律环境。家族信托本应是家族办公室的重点业务之一，然而我国信托领域目

前的立法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家族办公室开展此项业务。在资质方面，我国《信

托法》和《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将营业信托受托人的资格限定为“信托公司”，使得受托人

的选择范围很小。实际上，在世界上信托制度较为成熟和发达的国家，对于受托人资格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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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相对宽松的，更看重信托特征，而不是信托资格。在配套制度方面，开展家族信托的相

关配套制度不够完善，信托财产登记、转移等规定要么过于严苛，要么有名无实，极大影响

了信托灵活性。例如根据我国《信托法》第十条的规定，设立家族信托要办理信托登记，否

则信托无法生效。2016 年中信登公司的成立和 2017 年银监会发布的《信托登记管理办法》

颁布，使得设立家族信托的财产会公之于众，导致家族办公室的保密性严重受限。例如某家

族信托希望将不动产或者汽车飞机等动产放入家族信托计划，但顾虑到信托生效制度要求财

产公开，不得不作罢。这就导致目前家族办公室经营的主要是资金信托业务，并且投资领域

也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与当前法律潜在的利益冲突是目前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在发展过程

之中遇到的一大困惑。 

2）传统财富观念。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在财富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首先体现为对待

财富创造的态度。西方的文化、宗教、资产阶级诞生乃至发展的历程使得人们将公开、合法

追求财富视为个人美德，坦然地创造和追求财富。但中国处在几千年来都处在小农经济的时

代，“士农工商”的品级观念深入人心，整个社会的文化导向是漠视财富的，甚至是压制创

造财富的活动的。在中国历史上，商人是反面的形象，爱财是充满铜臭味的表现。所以创造

财富在中国缺少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土壤，中国社会不会讲创造财富与推进社会发展联系起

来，这种约束和负面评价导致人们在追求财富的时候显得有些“遮遮掩掩”。中西方观念的

差异还体现在对待财富管理的态度。在西方，财富管理的文化传统很深厚，人们早已清醒地

意识到，“创造财富”和“管理财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聘请专业

人士管理自己的财富是更加高效的选择。而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始终流传着“财不外露”

的观念，自己掌控自己财产的社会传统根深蒂固。当整个社会都缺少“信托”观念，人们对

于聘用“外人”管理自己的财富存在天然的抵触情绪。更甚者，中国历来将“财富创造”和

“财富管理”混为一谈，不加区分，放在今天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的财富创造者们还在积极

参与企业管理等直接的财富创造活动，不愿意去了解家族办公室等更有利于家族和财富传承

的管理方式。最后，中西方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支付习惯上。中国的超高净值人群并不习惯

于接受咨询费的支付方式，往往更加愿意以交易佣金和收益分成的方式向机构支付费用。例

如担心咨询费用的支出并不能达到最终的预期结果，“心理账户”会认为这样的投入是不必

要的。这就导致家族办公室现阶段收益来源主要是理财收益或资产管理规划、定制化的服务

收费等。  

3）信任基础不足。本文的研究一和研究二都发现，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家族

办公室顺利开展业务的关键，但这一点恰恰存在较大挑战。从主观认知上看，尽管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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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乏“富不过三代”的惨痛教训，但与欧美传统家族经历百余年发展的情况不同，国内改

革开放刚刚四十年，高净值群体形成时间不长，可以说直到如今还都处在“造富”而非“守

富”的阶段。因此，高净值人群还没有深刻认识从“创造财富”到“守护财富”再到“传承

财富”的历史必然性，对家族办公室在财富传承中的价值和作用还没有深刻的理性认知。换

言之，高净值人士还没有信任家族办公室的思维基础。尤其是“创一代”由于不信任家族办

公室，不能充分授权，导致家族办公室无法发挥真正作用。但即便实际权力移交到了第二代

手中，家族办公室也仍然要面临所有权和治理权分离所引发的信任难题。第二代可能会缺少

经营企业的能力和经验，即使有学习意愿，在短时间内也无法完全驾驭公司业务，这也会形

成对家族办公室发挥作用的束缚。职业经理人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还要取决于企业内部的

奖励机制和整体治理职能。相比较于有股权的合伙人，职业经理人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和参

与的程度都有所不同，其职能定位也会有差异。从客观环境看，目前我国还无法有效规制与

缓解社会道德风险，缺少信用违约的惩罚机制。高净值人群作为打拼多年的成功人士，当然

更加熟知社会现状，了解游戏规则和风险。他们将巨额财富交给“陌生人”去打理甚至传承，

如果所能依凭的仅仅是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这对于他们而言确实存在观念顾虑和现实的担

忧。家族办公室必须拿住足够让人信任的安全保障方式与周密计划，否则很难真正吸引市场

注意，并获得客户的信任。 

4）专业人才缺口。按照国际惯例，家族办公室的设立需要至少包括资产管理专家或者

理财规划师、一名资深律师、一名注册会计师，不仅要求具备执业技能，更需要有丰富的从

业经验，从而为家族办公室的运营服务。但是，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财富快速积累阶段，家族

办公室进入我国时间尚短，相关的资深从业人士十分稀缺。国内符合首席投资官（CIO）职

能的人员稀少，家族办公室的服务更多的缩减为金融和财富服务。进一步看，国内的财富和

人才分部存在着很严重的地域不均衡。由于人才本身十分稀缺，加之中国的经济区域发展不

充分不均衡，导致人才需求的区域化矛盾进一步放大，非沿海地区的超高净值人群无法获得

能够满足相应需求的服务。如何通过内部和外部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人才，亦或者通过市

场效应提升行业知名度，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到家族办公室的行业，这都是业内机构当

前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5）行业尚不成熟。家族办公室行业是最近五年才兴起，倏然在两三年内暴增到数千家

以“家族办公室”命名的机构，而后又因专业门槛高且难以短期获利等原因，机构数量显著

降低，最近方有逐渐回归实务、落地本质的趋势。在这短短数年中，整个行业的从业知识和

成熟案例的积累都还非常缺乏，行业还需要时间去探索全链条服务的经验。目前，家族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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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行业呈现一种良莠不齐的态势，对行业发展而言，缺少统一的行业标准，各个家族办公室

的服务都非常个性化、特质化，很容易产生“鱼龙混杂”的局面，甚至有一些机构打着“家

族办公室”的幌子包装销售高风险产品。整个外部大环境又处在动态变化的状态，行业内的

机构需要与市场和监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才能与时俱进。 

综合上述分析，进一步提炼概括，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发展的市场痛点可以总结如下： 

1）与超高净值人群信任关系建立需要时间； 

2）超高净值人群未来的财富服务需求变化需要引导；  

3）核心人才的培养与招募需要过程；  

4）家族办公室的行业规范需要进一步标准化； 

5）外部从业环境急需改善。 

 

5.2  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建议 

5.2.1  客户模块建议 

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如果想要巩固与客户的信任基础，需要尤其关注两方面的能力建设：

产品类型、合规操作。在产品类型方面，本文的研究一和二都发现，高净值人群更倾向于并

不一定会取得绝对的最高收益，但是回撤成本最小，或者损失本金最低的资产配置产品。相

对其他配置产品的机构而言，回撤成本最小的家族办公室可以大幅度提升客户信任。因此家

族办公室可以着力开发此类产品。而在在合规操作方面，要以公开、合法、周密的姿态赢得

客户信任。例如，面对风险偏好不同的客户时，建立客观并分类的产品介入清单，所有后台

档案均按照监管要求留存。建立和完善合规、风控团队和风控评审委员会，建立标准化的客

户承接流程和声誉调查，以及标准化项目管理流程。家族办公室还需要特别注意信息披露。

结合相关法规及外部监管要求制定客户信息披露遵循准则，和信息披露与危机公关机制。对

于超高净值人群，信息披露始终是信任之源泉，标准化的信息披露有利于降低不同分支机构

员工的能力差异所带来的客户不适感。 

如果是合伙制设立的家族办公室，合规风险相对较大，主要是服务产品销售后的责权不

明，以及潜在体系外销售威胁。此时，建设完善的信息化系统或许是一种有效对抗风险的方

法。信息系统必须从客户端和资产端双方面建设，要包括 1）、进行完整的客户关系维护以

及客户资产跟踪管理，要求在签约时进行双人及双人以上的合规鉴证以及档案留存；2）、建

立详细并且可公开查询的产品库；3）、设置客户资产收益以及客户事件风险跟踪与预警机制；

4）、定期公布的投资产品反馈与投资产品信息披露；5）、建设简洁快速的客户服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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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新客户的渠道方式上，根据对 K 家族办公室的调研，联合家族办公室在未来可

以有两种客户开发方案：自营和协销。这两种开发方案的本质区别在于家族办公室在前期是

否由自己出资主导开发市场。直营家族办公室的市场开发风险由家族办公室自己承担，而协

销形式家族办公室的市场开发风险由当地合作方承担。在开发其他地域市场、获取用户时，

还要考虑家族传承和财富管理的观念与目标地区的文化观念（尤其是理财观念）是否相同，

相同的价值观会降低新市场的介入难度。 

5.2.2  业务模块建议 

家族办公室在设计业务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满足客户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成本收益

核算，因此还要分析重要合作及核心资源：哪些业务必须由家族办公室自主配置，哪些业务

可以寻求外部合作伙伴；关键业务提出了怎样的人才要求，如何搭建满足要求的人才队伍，

如何构建高效运作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 

此外还有一些可能影响到业务的法律法规因素不容忽视，例如家族办公室是否需要专门

的金融牌照，这需要考虑目前家族办公室主要服务内容，如不直接从事资管业务，则无需申

领金融牌照；如果未来需要主动从事资产管理，“私募资产配置基金管理人”可能会是比较

重要的资质牌照。 

在成本方面，尤其注意拓展市场和设计产品的成本，在必要的时候尝试借助合作伙伴的

力量，有条件时考虑协销模式；在收入方面，逐步扩大收入来源，除了资产管理投资理财的

直接收入外，有意识地培养客户的支付习惯，逐步提高咨询类服务的收费占比，形成更加低

风险的收入结构。 

最后，家族办公室在开展业务时，还要学会合理利用法律制度环境。家族办公室在运行

过程中，应该学会“借力”，合理掌握并运用有利于业务开展的法律法规条款，例如“公证机

制”就是一项非常有利于处理家族法律事务的制度。公证的公信力、证据效力可以为家族法

律事务提供高效有力的法律保障。例如在遗嘱信托、夫妻财产约定中，公证可以提供以法律

为背书的共整理。在家族信托持股、员工股权激励、家族信托投资等业务中，公证机制可以

提供具有执行效力的司法保障，确保文件、合同、协议等的条款的执行效力。最后，所有与

家族办公室业务相关的文件、材料等均可通过公证机关依法予以证明，从而成为具有良好效

力的证据。 

 

5.2.3  资源模块建议 

第三章的问卷调研已发现，对于家族办公室而言，核心资源就是人才，而如何搭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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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才，又涉及到组织结构和团队配置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在商业模式的资源模块，本研

究重点针对人才培养和团队配置，给出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未来发展建议。 

1）人才培养 

本章前面的“市场痛点分析”部分已经指出，专业人才缺口将是制约未来家族办公室发展

的重要瓶颈。要想找到能够承担起家族办公室运营重任的专业人才，需要解决以下几组矛盾。 

首先是需求多元化与人才专业化的矛盾。由于高净值人士的理财需求多种多样，就导致

家族办公室的业务也是极其多元。仅以融资板块为例，就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二级市场、投资

并购、现金管理、海外资产、税务规划等细分领域。而理财师往往都有自己的专长领域，并

且需要凭借所在机构在投研、资源整合上的支持。因此，家族办公室或者根据业务的高低频

次组建布局全面、涵盖大多数常见业务的优质人才团队，或者需要在行业内实现合作，跨越

组织边界构建人才团队，实现最佳性价比。 

另一组是人才自身发展需求与组织发展道路的矛盾。家族办公室管理庞大的存量资产，

或许会对一些行业顶尖的专业人才产生吸引力，但这样的人才往往具有较高的职业发展抱

负，做出选择的机会成本也会比较高。然而家族办公室的业务要求具有一定的私有性，尤其

是单一家族办公室，服务对象高度单一，对忠诚、低调、保密性要求比较高。这样的舞台对

顶尖人才而言是否足够大？家族办公室必须思考并解决人才激励问题，以专业性、业务的复

杂性留住人才，以高额的回报留住人才，以深度参与家族事务管理的成就感留住人才……这

些都是家族办公室可以考虑的思路。 

最后，从宏观行业视角看，为了解决前文提到的人才职业素养良莠不齐的问题，从规划

和标准化人才体系的角度看，或可考虑成立行业协会，建立统一标准，比如导入国际相关行

业认证体系，或许会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 

2）团队配置 

研究发现，家族办公室的岗位可以大致划分成前台、中台和后台。前台主要以客户经理

为核心，配备销售人员、投资顾问、客户助理。在家族办公室创建的早期，前台岗位可以从

当地同行机构进行招聘。初创期的配置建议是：客户经理 2-3 人，要求综合能力强，具有较

好的学历背景、金融机构工作经验，且拥有 10 个以上的个人资产在 3000 万以上的高净值客

户资源；投资顾问 1-2 人，主要需要熟悉高频投资产品，低频产品可以借助合作伙伴或股东

企业的投资顾问予以支持；销售 10 人左右，采用非雇佣形式的事业合伙人制；客户助理 1

人。随着整体资产管理规模的上升，可以进一步扩张人员：重点扩张客户经理和销售人员，

投资顾问可以扩展到 3 人；客户助理对客户经理的支撑可以考虑 1 对 2，即由一个客户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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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2 个客户经理，如果该客户经理的资产管理规模较大或客户数量较多，再考虑调整为 1

对 1 配备。 

中台主要包括产品经理、产品助理、产品顾问。在运作时，以产品经理为核心，为前台

的客户经理、投资顾问提供产品支持，并负责产品设计、产品引入的工作。在家族办公室创

建的早期，不建议配置过多的中台人员，可以考虑采用合作模式，如果合作方拥有成熟的产

品和服务资源，但缺乏体系，家族办公室可以以有限合伙人或者投资咨询顾问的角色参与合

作，提供体系搭建、投资顾问建议。如果家族办公室未来希望发展资产配置或产融结合模式，

则还需要额外配置自有的投资职能（如资产配置、基金经理尽职调查、证券分析和组合管理、

直接投资、组合报告和分析、风险管理等）。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资产管理规模的扩大和

产品引入和组合的多样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品库系统、投研团队、客户资产配置收益和

风险有效跟踪和预警的信息化系统。 

后台主要包括合规、风控、技术、市场宣传等岗位，负责内部合规、销售合规管理、产

品与销售的风险管理、监控投资流程、进行品牌及产品宣传等业务。如果家族办公室是依托

股东公司运营，则后台职能可以依托股东公司已有的相关业务部门进行。 

 

5.2.4  财务模块建议 

在家族办公室的创设环节，由于涉及资产管理等服务内容，即使仅承担咨询服务功能，

家族办公室的股东或者合伙人的出资也必须实缴，这一点应该与正规金融机构无异。实缴的

注册资金可以非常大的程度约束股东与投资方，降低潜在的法律风险发生几率。 

在建构或分析商业模式时，需要对财务平衡进行测算。由于服务超高净值客户，人员的

专业性以及办公环境的优异性都十分重要，因此在客户端的财务平衡需要考虑获客成本、人

员成本和办公租赁成本。如果未来希望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就需要充分考虑投资收回时间

和预期的规模增长率。在测算时需要确定最低业务水位线，理性预估业务预期的盈利能力，

这是家族办公室衡量获客价值和业务开发价值的前置条件。 

 

5.3  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发展战略建议 

随着中国家族企业创一代大规模到达退休年龄，未来中国或将迎来日益汹涌的家族企业

接班潮。而近年来经济形势大幅震荡，商业竞争越发激烈，财富的构成日益复杂，国内家族

企业又将同时面对治理、代际分歧、家族文化传承等考验。而这些正是家族办公室的优势所

在，家族办公室需要紧紧把握行业发展良机，制定正确的战略发展规划，找准发展方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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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发力实现飞跃。结合家族企业治理需求，本研究认为未来家族办公室可以有如下两个战略

发展重点。 

1）提供家族传承信托服务。在国外，家族信托是保全、增值家族财富的有效工具，可

以为家族财富进行长期规划，有效隔离风险，确保家族实现有效、平稳的家族股安全转移、

财产传承。超越财富管理之外，家族信托也是约束子女过度消费、杜绝婚姻变动风险等问题

的有效方式。前文分析中提到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不利于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开展信托业务，

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实际上监管层已经注意到了法律对实践的滞后性。《中国银监会办公

厅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提出，探索家族财富管理，为客户量身定制资

产管理方案。因此未来家族办公室或许将迎来信托业务的发展春天。在具体的业务模式上，

可以考虑如下几种：借助信托的投资理财功能，实现财富的保值和增值；运用遗嘱信托、子

女信托等方式，实现财产的代际传承，隔离风险，确保安全传递；开展公益信托服务，在履

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传递家族精神；提供资产配置、税收规划等财富保护手段；初步尝试探

索海外投资、海外融资、家族移民等功能。 

2）提供家族企业股权治理的方案支持。家族企业是家族财富的来源，因此家族企业的

健康稳定发展对家族存续而言至关重要。如前文所分析，中国传统家族企业中，所有权与经

营权高度重合，企业内部治理很容易演变成家族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在中国日益完善现代

市场经济环境的未来，这种企业治理结构是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此时，家族办公室可以

考虑发展成为企业股权治理的专业化解决团队，重构公司股权结构，首先确保家族继续控股

企业，然后可以成立信托公司作为企业股东，集中行使股权的权利，家族成员作为信托受益

人享受收益。同时还可以引入职业经理人，实行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降低企业重大失误的

风险。第三，可以利用信托持股制度来进行员工股权激励，将员工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集体

利益牢牢绑定，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公司高效发展。 

 

6.  总结 

6.1  研究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过去四十年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家族企业和高净值人士。众多

调研报告都表明，中国高净值人士及其掌握的可投资资产仍在逐年增加，预计 2019 年底将

达到 70 万亿，2023 年可投资金融资产将达到 80 万亿。而从财富管理和传承的需求性上看，

如今创一代普遍到达了退休的年纪，家族换代和财富传承的问题越来越迫切，更多的高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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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和高资产家族已经采用或正在考虑采用家族办公室作为家族管理、财富传承的专业手

段。总的来看，家族办公室行业在中国的市场前景广阔，面临较大的发展机遇。 

家族办公室在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成熟的财富信托机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

完善的财富管理模式。然而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刚刚十余年，真正加速发展也不过在最近五年，

整个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商业模式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各个要素的设计和搭配没有经

过科学分析。因此，该行业在实践中的摸索亟需提炼到学理高度，并用理论研究成果反过来

指导家族办公室的发展。 

然而，尽管国内外针对商业模式理论的研究已经不少，但真正运用到分析家族办公室的

应用型研究还是不足，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向和研究结论方面，大多是描述商业模式各个要

素，并未明确商业模式的内部结构和运作逻辑，这导致初创的家族办公室明知有商业模式理

论但不知从何入手，而已成立的家族办公室则无法对商业模式各个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并寻求

改进建议。 

基于此种状况，本文聚焦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运用商业模式画布为工具，通

过两个研究，深度分析家族办公室的现状。研究一从行业宏观视角入手，对国内 35 家家族

办公室进行问卷调研，题项主要是家族办公室基本情况和商业模式概要。调研结果以描述性

统计分析的方式呈现，除了创立时间、创始人背景等基本统计信息外，主要发现有：（1）价

值主张：本土家族办公室以更好地满足客户——超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为

宗旨，以服务为导向，站在客户角度思考；（2）关键业务：目前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主要以

财富管理业务为主，其中又以代际传承财富管理和税务统筹居多；（3）重要合作：许多家族

办公室会将非核心功能外包出去，而非一味追求自己配置所有资源；（4）核心资源：家族办

公室最重要的内部资源就是人才，目前最多的是财富管理类员工，但普遍缺乏更专业、更通

达多种业务的顶尖人才；（5）客户细分：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典型客户画像为：平均年龄 51

岁，64%概率可能为男性，76%概率仍然是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者，89%概率是家族企业的

创一代，不过 79%概率已发展至第三代；（6）渠道通路：家族办公室大多通过关系型营销渠

道，借助银行家、投资家等创始人的不同背景，触及相应的客户群：（7）客户关系：大部分

家族办公室与顾客保持较为密切的客户关系，并实现客户的稳健型资产管理目标；（8）成本

结构：家族办公室的人员成本占比最大，尤以财富管理功能的人员成本最高；（9）收入来源：

家族办公室主要凭借投资管理获取收益，还没有太多咨询型服务的收益。 

研究二从组织的微观层面入手，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选定一家本土家族办公室作为研

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试图挖掘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中的潜在问题与改进思路。研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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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对 K 家族办公室进行了两次深度访谈，主要有如下结论：（1）客户模块上，K 家办主要通

过关系型营销渠道触及客户，维持与客户的信任基础主要是靠提供的资产配置产品符合高净

值人士的需求，家族办公室需要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在维持客户关系时，还要适

当注意财务成本，设定最低业务水位线；（2）业务模块上，家族办公室大多根据自己的核心

优势开展业务，谨慎开辟弥补自身短板的业务；开发业务的流程可以分为前、中、后台，依

然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基于前台挖掘的客户需求，要求中后台开发相应的产品；在这

一过程中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注意合规操作，并建立风险准备金机制；（3）核心资源：行

业顶尖优秀人才是决定家族办公室致胜商场的关键，培养自己的优秀人才可以通过内外结

合、业务实操、引入行业标准模式和资格认证等方式，抑或考虑与其他行业机构合作；在组

织架构搭建方面，给予中后台关键岗位以足够的重视度，业务成熟后需要下放部分投决授权。

（4）重要合作：相对成熟的家族办公室可以尝试建立一套标准化管理体系，未来将以功能

服务包的方式进行模块化输出，这将有利于家族办公室打造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通

过以上研究结论，研究二进一步明晰了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结构：家族办公室在初创

时构建商业模式，或在发展过程中调整商业模式时，首先应从分析商业模式的客户模块入手；

再根据客户需求和客户关系的质量来设计关键业务。总而言之，“客户”模块处于家族办公

室商业模式的核心，并决定了重要合作关系的构建、核心资源配置、关键业务设计、价值主

张传递，最终通过调控收入和成本的均衡，实现长期盈利。 

总的来说，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本土家族办

公室的商业模式各构成要素基本完备，并且在机构背景、业务运营和客户关系上具有本土特

色，基本适应中国本土客户的特点；（2）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尚处于初级阶段，商业模式的

业务模块、核心资源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3）本土家族

办公室需要更多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力争经过 5 年左右的发展，可以与国际接轨。 

在研究一和研究二的基础上，本文又对家族办公室行业进行了机遇和挑战的分析。家族

办公室即将迎接高净值人士财富积累持续增长、财富管理观念日渐更新、家族财富传承迫切

性不断提高等市场机遇，却也要直面中国法律环境、传统财富观念、信任基础不足、专业人

才缺口、行业尚不成熟等诸多行业痛点。有鉴于此，本文分别从客户模块、业务模块、资源

模块、财务模块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提出一系列改进建议，最后还对未来战略

规划提出家族传承信托服务、家族企业股权治理方案这两点战略方向的建议。 

最后，本研究认为，一个成功的家族办公室，至少应满足以下四个标准：合规合法运营、

实现客户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客户资产的稳健代际传承、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例如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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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观念、推进社会财富观进步、推动中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的繁荣发展、助力社会公益

等）。应当说，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从业者应当秉持积极心态，

勇于探索，持续打造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辉煌前景。 

6.2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由于家族办公室在中国还是全新的事物，囿于理论深度和实践接触广度的局限，本研究

还存在如下一些不足，今后可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首先是家族办公室理论的匮乏导致研究深度不足。国内外有关家族办公室的学术论文较

少。国外文献中，探讨家族信托和财富管理的文章比较多，但具体落实到家族办公室的文献

寥寥无几，遑论深入探究家族办公室商业模式及改进建议。而在国内，针对家族办公室的文

献资料主要有两类，其一是行业报告，通常由大型银行或咨询公司发布，以描述为主；其二

是一些研究家族办公室的文献，但更多是停留在介绍家族办公室这一概念的浅层层面，或以

进行中国与欧美家族办公室对比为主，很少触及家族办公室的商业模式。因此本文的理论依

据相对不足，可参考的指导理论有所欠缺，研究时主要还是从现实现象入手。 

其次是对现实中家族办公室的了解还不够，研究的宽度不足。研究一的问卷发放范围是

50 家家族办公室，实际回收 35 份，样本数量相比于目前中国本土家族企业的基数还是略显

不足。这是因为研究受制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家族办公室本身的私密性。中国的高净值人群

对于“露富”持有天然的抵触态度，对家族办公室的要求也往往是低调、隐蔽。因此许多家

族办公室的真实情况并不为外界所知，并且其本身不愿意接受过多的研究和曝光。可以说很

多家族办公室到目前为止依然十分神秘，并且愿意继续保持这一状态，正所谓“潜水的鲸鱼

不会被捕杀。”尽管本研究在发放问卷时提供了保密承诺书、项目知情书等必要文件，还是

有许多家族办公室出于多种考虑拒接了调研要求。其次是研究团队所处地域的限制。研究团

队位于上海，对长三角的家族办公室较为熟悉，但对于华北、华南乃至西南地区的家族办公

室接触较少，在没有构建足够信任关系的情况下，也很难将研究范围进一步铺开。有鉴于此，

未来或可考虑与其他研究机构/大学/银行/咨询公司展开联合研究，借助其在不同地域、不同

人群中的人际关系，尽可能拓宽研究广度。未来的研究范围甚至可以拓展至东亚，对新加坡、

香港、东南亚的家族办公室进行探访，还可走访已经十分成熟的欧美家族办公室，跳出网络

资料的局限性，亲身感知顶级家族办公室的服务模式。 

最后是商业模式在家族办公室行业的运用还可进一步拓展。目前针对商业模式的研究，

除了探讨构成要素及其关系之外，还经常关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的一种战

略变革行为，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往往要挑战行业已有假设和思维定式，更要对组织进行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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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有时甚至是激进式的变革。从商业模式研究的视角看，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对商业模

式构成要素、商业模式运作逻辑的变革，毕竟要在顾客、业务、资源、财务等多个环节上实

现突破，更要对企业运营逻辑进行系统性扭转。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将面临新的飞跃，

不再是一个孤独的点，而更加像是一个开放的平台、社会网络中的一个核心。本文之所以没

有对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探讨，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家族办公室大多还处在

起步摸索阶段，有些甚至连基本的商业模式都尚未健全，因此当务之急在于提出构建商业模

式的可行建议。相信随着中国家族办公室日益走向成熟壮大，未来对家族办公室的探讨也终

将涉及商业模式创新，助力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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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研究一调研问卷 

感谢您填写问卷，该问卷包括六部分，请在填写前认真阅读有关说明。 

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 

请填写您的家族办公室的基本信息 

 

第二部分 家族办公室功能配置 

公司名称 

Name 

股东行业背景 

Industry Background of shareholders 

成立时间 

Founding time 

   

公司地址 

Address 

是否设有分支机构 

Have branch or not 

分支机构城市 

City of branch 

   

资产管理规模（截至

2018.10.30） 

Asset management scale 

客户数量 

Client number 
 

   

No. 

功能

类型 

Func

tion 

type 

功能名称 

Function name 

是否配

置该项

功能 

Have 

this 

functio

n or not 

自有团队

or 外包 

Own 

team or 

outsourci

ng 

该功能的员

工配置占总

团队的比例 

 The 

proportion 

of staffing 

for this 

function 

within the 

whole team 

该功能运营

资源占用总

资源的比例 

The 

proportion 

of resource 

for this 

function 

among the 

total 

resources  

该功能的收

益占总效益

的比例 

The 

proportion of 

benefit from 

this function 

among the 

total benefit 

1 
财富

管理 

wealt

h 

mana

geme

nt 

投资管理 

Investment management 
     

2 
税务统筹 

Tax management 
     

3 

代际传承财富管理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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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管理&保险 

Risk management & 

insurance 

     

5 

不动产及车船管理 

Real estate/vehicle/boat 

management 

     

6 

艺术品及另类投资管理 

Art/oth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7 

家族

治理 

Famil

y 

Gove

rnanc

e 

家族宪章&私董会建设 

Family charter & private 

council building 

     

8 

合规&监管支持 

Compliance & regulatory 

support 

     

9 
慈善活动管理 

Charity management 
     

10 

家族教育与培训 

Family education & 

training 

     

11 

家族企业治理顾问 

Family business 

consultants 

     

12 

报告&文档管理 

Report & document 

management 

     

13 
行政

管家

服务 

Exec

utive 

Butle

r 

Servi

ce 

 

生活管家服务 

Daily life service 
     

14 

家庭收支管理 

Family revenue/ 

expenditure management 

     

15 
日常法律顾问 

General law counsel 
     

16 
健康管理 

Health management 
     

17 留学与移民规划      



77 

 

 

  

Study abroad/ immigration 

plan 

18 

其它 

Other

s  

其它  （可补充）  

Others:                    
     

*  注：如上述功能描述未包含贵司主要业务，可进行必要补充添加 

Note: If  function description above does not include your company's main business, please add as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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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家族办公室人员配置 

序号 

No.  

工作职能 

Work category 

是否配备该功能 

Have this category 

or not 

配备人数（人） 

Number of staff 

基本功能  basic category 

1 
管理层   

Management team 
  

2 
投研团队   

Investment research team 
  

3 
市场/销售团队 

Market/ sales team 
  

4 
风控团队 

Risk control team 
  

5 
运营团队（IT/行政） 

Operation team (IT/ administration) 
  

6 其他（请注明）：Others:   

 总人数 total number  

投资功能具体配置  Specific configuration for investment function  

1 
资产配置 

asset allocation 
  

2 
基金经理尽职调查 

Due diligence for fund managers  
  

3 

证券分析和组合管理 

Securities analysis and portfolio 

management 

  

4 
股权投资 

Equity investment  
  

5 
组合汇报和分析 

Portfolio reporting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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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7 
其它（请注明）：   

Others:             
  

 总人数 total number  

* 请按下述说明排序  Please sort by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请将“投资功能”中已配置的功能按在贵司配置中重要性进行排列（填入序号即可，可以将

＞换成=）： 

Please sort the configured functions of the "investment function" according to its importance in your 

company's configuration : 

(Just fill in the serial number. " >"can be changed to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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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家族办公室成本结构 

成本结构 

cost 

百分比

（%） 

（一）按类别分 In light of category 

员工成本 staff cost  

管理成本 management cost  

运营成本（如 IT 和基础架构成本） 

Operating costs (e.g. IT and infrastructure 

costs) 

 

总计 Total  100% 

（二）按功能分 In light of function 

投资类功能 Investment function  

其中：投资类外包成本占比 

Among which: Proportion of 

outsourcing cost 

 

非投资类功能 Non-investment function  

其中：非投资类外包成本占比 

Among which: Proportion of 

outsourcing cost 

 

总计 Tota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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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家族办公室高管背景（请在符合情况的项目上打√） 

      

 

CEO/总裁/家族办公室负责

人 

CEO/ President/head of 

family office 

首席投资官/投资功能负责人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head 

of investment function 

律师  

Lawyer  
  

私人银行  

Private bank 
  

资产管理  

Assets management 
  

投资银行 

Investment bank 
  

经济学家  

Economist  
  

其他金融服务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家族办公室  

Family office 
  

咨询行业  

Consulting 
  

会计师 

Accountant 
  

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 
  

企业背景 

enterprise background 
  

其他  （请注明）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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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家族办公室客户概况 

1.是否对客户有最低的资产规模

要求？ 

Is there a minimum asset size 

requirement for the client? 

 
2.如果有，具体金额 

If yes, what is the exact amount? 
 

3.目前服务客户的平均资产规模 

The average size of assets of 

currently serving customers 

 

4.尚在运营企业的客户所占比

例 

The proportion of customers 

who are still operating an 

enterprise 

 

5.服务客户所在家族主要代际结

构 

The main intergener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client's family 

 

6.目前服务的客户主要来自第

几代人？ 

What generation are your clients 

in the family? 

 

7.客户的平均年龄 

The average age of the client 
 

8.客户的男女比例 

Sex ratio of your client 
 

9.贵司主要客户的首要投资目标

是什么？ 

What is the primary investment 

objective of your clients? 

A.保守型资产保全  B.资产保全和增长平衡  

C.激进型资产增长  

A. conservative asset preservation; B. balance of asset 

preservation and growth; C. radical asset growth 

10.您的客户选择 FO 作为财富管

理渠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your 

clients to choose FO as a wealth 

management method? 

A.对传统机构的不信任 B.多元化服务 C.更专业化服务  

D.财富规模的增长，套现产生巨大的现金流动性  

E.需求的复杂度增加 

A. mistrust of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B. diversified service; C. more professional service;  

D. enormous cash liquidity with the growing wealth scale; 

E. increasing requirement complexity 

11.公司提供客户报告的频率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the 

A.年度 B.季度 C.月度 D.每周 E.每天 

A. annual; B. quarterly; C. monthly;  



84 

 

company provides customer reports D. weekly; E. everyday 

12.公司与客户沟通的频率 

How often does your company 

communicates with clients? 

A.年度 B.季度 C.月度 D.每周 E.每天 

A. annual; B. quarterly; C. monthly;  

D. weekly; E. everyday 

13.请标明贵司提供的下述几类投资产品占总产品的比例： 

Please indicate the proportion of the following investment products provided by your company 

among the total products: 

权益类 

Equity investment 

固收类 

Fixed-income 

investment 

房地产类 

Real estate investment 

其它（如黄金、艺术品

等） 

Others (e.g. gold, ar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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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研究二焦点小组访谈提纲 

高净值人群访谈提纲 

➢ 基本信息 

✓ 请简要介绍您的个人经历，尤其是您的从商经历。 

✓ 请简要介绍您的企业的创立与发展过程。请介绍企业现状。 

➢ 财富保全、传承与增值 

✓ 您如何理解家族财富？您对家族财富管理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 在财富保全、财富传承和财富增值方面，您目前分别采用了哪些措施？为什么会采

取这些措施？效果如何？ 

✓ 未来您还希望采取哪些措施？为什么？ 

➢ 对家族办公室的认识 

✓ 您是如何理解“家族办公室”的？ 

✓ 目前是否有家族办公室在协助您进行家族财富管理？如果有，请简要介绍您与家族

办公室建立合作的过程，您是如何产生借助家族办公室进行财富管理的念头的？如

何选定合作的家族办公室？目前开展了哪些合作？如果没有，请您简述原因。 

✓ 您认为目前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是否能达成您的财富管理需求？如果没有，请您简

述差距。 

✓ 据您了解，高净值人群与家族办公室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妨碍深入合作的因素？如何

解决？ 

➢ 未来期望 

✓ 您认为目前中国高净值人群和家族办公室的信任基础怎么样？如何改进？如果要

进一步完善，哪一方应该是主导？ 

✓ 未来您对本土家族办公室有什么期望？您希望家族办公室在哪方面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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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办公室管理者访谈提纲 

➢ 基本信息 

✓ 请简要介绍您的个人经历，尤其是您的从商经历。 

✓ 请简要介绍您的家族办公室的创立与发展过程。请介绍您的家族办公室的现状。 

➢ 产品与服务 

✓ 您的机构目前提供哪些服务？为何提供目前这些业务类型？每项服务的收益如何？

如果要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您将如何调整？  

✓ 您每年的运营成本是多少？其中业务成本、人力成本、其他成本各占多少？ 

➢ 客户与资源 

✓ 您是如何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的？ 

✓ 您认为目前中国的高净值人士是如何理解家族办公室的？和国外的高净值人士的

理解相比，有何差异？ 

✓ 据您了解，高净值人群与家族办公室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妨碍深入合作的因素？如何

解决？ 

✓ 您认为目前本土家族办公室是否能满足客户的家族财富管理需求？如果不能，没有

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  

✓ 您有哪些重要的外部合作关系？ 

✓ 您如何理解人才对家族办公室的重要性？您如何获取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 未来展望 

✓ 您如何评价目前本土家族办公室发展的宏观环境？您认为主要的发展阻力是什么？ 

✓ 您认为与国外家族办公室相比，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劣势？ 

✓ 您如何评价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的市场前景？ 

✓ 您的家族办公室未来将主要发展什么业务？为此在组织结构、人员、业务模式上需

要做哪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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