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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王室藏品 

400多年來，列支敦士登王室一直熱衷於藝術收藏，王室藏品中包
括多件跨越超過五個世紀的歐洲重要藝術作品，是當今世界上最
重要的私人藝術收藏之一。於巴洛克時期，向普羅大眾推廣藝術
最為盛行，而列支敦士登王室歷代均矢志追求這個理念。我們特
意選用王室藏品中的藝術作品來象徵我們的服務，因為這些傑作
體現了我們與客戶之間成功合作所賴以的價值——專業、處事可
靠和高瞻遠矚。

www.liechtensteincollections.at

封面圖片：約瑟夫．赫格作品《塞本施泰因城堡陽台上的景色》，
1853年
© 列支敦士登瓦杜茲–維也納，王室藏品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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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T皇家銀行與您攜手進步

敬啟者

我們很高興您有興趣了解LGT皇家銀行的私人銀行業務、我
們的服務範圍及目標。

我們是一家由家族掌舵的企業。我們擁有深厚的企業文化，
與客戶有共同的價值觀，而且從宏觀和長遠的角度思考和行
動。長久以來，列支敦士登王室如何建立涵蓋成功企業和投
資的多元化投資組合？答案是堅定信心、勇於負責，還有一
點運氣。

作為我們的客戶，您可以與我們的王室家族並肩投資，並受
惠於LGT數十載以來為王室管理投資組合所積累的專業知
識。除了傳統的資產類別，我們的投資專長也包括私募股權
和影響力投資，這些都是王室家族很早開始投資並且非常成
功的領域。

列支敦士登馬克斯親王（右）和 Olivier de Perreg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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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長期價值，需要跨企業以至跨邊界的創新和共同合作。
我們嚴選跟我們合作的專家，並使用精密的技術應用，更好
地發揮我們的投資專長和數據分析。

我們的亞太區私人銀行業務以香港、新加坡、曼谷和東京這
幾個活力之都為據點，並設有駐當地的客戶經理及投資專家
為您服務。我們很高興有機會在此向您介紹LGT皇家銀行。

列支敦士登馬克斯親王
LGT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 

Olivier de Perregaux

LGT 私人銀行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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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敦士登公國為獨立國家，由歐洲最古老的貴族之一列支
敦士登王室所管治。

歷久不衰的企業家精神
過去近900年來，列支敦士登王室歷代一直以企業家精神、
長遠的視野和嚴謹的管理作為方針，成功累積及管理龐大的
財富。

現在，王室家族在歐亞的業務範圍覆蓋金融、房地產、林業、
釀酒業、農業及可再生能源。

LGT皇家銀行由王室家族擁有超過90年，其豐富的經驗為
LGT個人及機構投資策略奠下根基。作為王室的家族辦公
室，我們藉助所培養的相關技巧，為您提供妥善的建議及管
理您的資產和利益。

除了商業活動，王室家族也熱衷於藝術收藏。多個世紀以
來，他們所收藏的歐洲藝術傑作已成為如今享譽盛名的列支
敦士登王室藏品。這些藏品曾於維也納及全球各地展出，促
進各地文化交流。

列支敦士登王室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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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家族也透過公益創投紮根亞太區，以進步和可持續方
式扶持弱勢社群，並把這個優良傳統一直傳承到現在。

受到王室家族，以及其對營商、文化及公益事業的專注所啟
發，LGT皇家銀行致力在亞太區及全球貫徹落實列支敦士登
王室的價值觀和精神。

瓦杜茲城堡，列支敦士登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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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T皇家銀行私人銀行是一家領先的國際私人銀行，為高淨
值和家族客戶提供周詳而全面的投資解決方案。我們擁有獨
立的專業知識，重點關注可持續投資和另類投資。

客戶得益於我們多年來管理王室財富方面的經驗。我們將傳
統投資服務與其他產品相結合，包括家族資產結構、房地產
融資和慈善事業。我們的財富管理集中在系統化的投資流
程、現代投資組合理論以及專業金融和數據分析。

我們為您提供專屬機會，讓您採用與王室家族相同的投資策
略，其中包括另類資產類別的廣泛投資機會，例如私募股權
或基於保險的投資，而私人投資者一般難以獲得這些投資機
會。我們的集團伙伴LGT Capital Partners專為機構投資者
服務的領先資產管理公司，亦能為您提供專業知識和全球
網絡。

在亞太區，LGT皇家銀行私人銀行擁有超過900名員工，當
中包括經驗豐富的客戶經理，以及來自投資、財富規劃和慈
善事業方面的專家。您的客戶經理將積極了解您的計劃和
志向。LGT奉行開放透明的溝通文化。我們的客戶都可以跟高
級管理層聯繫，並享有王室家族對個人的承諾。

關於我們：LGT皇家銀行 
亞太區私人銀行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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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擁有頂尖的技術平台，支援對區內投資環境瞭如指掌
的團隊，客戶能夠為從平台快速及順暢地執行指示和報告。我
們很榮幸能服務亞太區客戶超過30年，並期待與您建立更深
厚的合作關係，為您發揮我們的所長和見解。

LGT在香港、新加坡、曼谷和東京都設有辦事處，當地內部團
隊具備專業的資產管理、慈善事業和家族治理知識，能量身
定制財富管理及諮詢方案。我們的創辦人及擁有人——列支
敦士登王室家族鼓勵我們著眼長遠，並採取嚴謹和合作的工
作方式來支持我們堅守的信念，透過全面了解每位客戶的目
標成就財富理想。

我們的亞太區私人銀行團隊匯聚一眾客戶經理及投資專家，
以群策群力的精神共享知識。我們十分榮幸能服務亞太區客
戶，並期待與您建立更深厚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善用與客戶
的互信關係和洞察力，推動業務持續發展。

LGT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財務數據摘要 

管理資產 百萬瑞士法郎 285 802

總資產 百萬瑞士法郎 52 876

股本 百萬瑞士法郎 6 047

總營運收入 百萬瑞士法郎 2 132

集團利潤 百萬瑞士法郎 353

職員總數 4 114

穆迪/標準普爾評級 
(瓦杜茲LGT銀行) A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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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及因時制宜地 
管理您的財富

LGT竭誠為您服務，助您實現抱負。我們駐亞太區內部專家團隊
擁有投資、財富規劃、慈善事業及家族治理的知識，能為您分享
有關亞太區地區的精闢卓見及LGT的全球網絡資源。

在開放的企業文化支持下，我們的投資理念強調高效、因時制宜
及個人溝通。除了客戶經理，您也可以跟我們的專家及專責執行
團隊直接聯繫。

我們的業務
 ■ 諮詢服務
 ■ 投資組合管理
 ■ 財富規劃及結構
 ■ 另類投資
 ■ 可持續投資
 ■ 證券及外匯交易
 ■ 融資及借貸
 ■ 慈善及影響力投資



「  專注、連貫、具備國際視
野，加上客戶、擁有人和員工
都採取統一的投資策略，有
助我們優化投資專長。」
列支敦士登馬克斯親王，LGT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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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敦士登王室家族以留本基金為原則（endowment-style 

principle）的投資策略塑造了LGT雄厚的投資實力。作為LGT的
客戶，您可以跟隨列支敦士登王室家族的投資策略，投資不同
傳統和另類資產。憑藉一流的平台及深入研究，LGT可為您量
身定制符合您個人投資年期和風險偏好的投資組合，並按照
您的投資觀點和偏好進行調整。

LGT的亞太區投資團隊由多位區內資深專家組成，他們擁有超
過30年相關經驗。有賴團隊的全力支持，我們可為您提供切實
可行的投資方案，幫助您在長期創富增值。

投資專家與您  
並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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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業務網絡及辦事處 

我們在列支敦士登、瑞士、奧地利、英國、新加坡、香港、日本、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及泰國均設有辦事處，這些據點為您提供在
地服務。此外，我們亦有六個專為世界各地私人客戶而設的預
約中心，業務網絡遍佈歐洲、亞太區及中東的18個地區。

LGT私人銀行
奧地利，薩爾茨堡、維也納
巴林，麥納麥
香港特別行政區
愛爾蘭，都柏林
列支敦士登，瓦杜茲
日本，東京
新加坡
瑞士，巴塞爾、伯爾尼、日內瓦、盧加諾、蘇黎世
泰國，曼谷
阿聯酋，迪拜
英國，布里斯托、澤西、倫敦

LGT各辦事處的詳細地址載於：www.lgt.com

服務據點遍佈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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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風險信息
本刊物為市場營銷資料，僅供閣下作參考之用，並非買賣任
何投資或其他特定產品的要約、要約招攬、公開廣告或建議。
本刊物僅向收件人提供，不得以電子或任何其他方式複製或
向第三方發布。本刊物內容由LGT的員工編撰，並以我們認為
可靠的資料來源為基礎。然而，我們不能就其準確性、完整性
和及時性提供任何確認或保證。與本刊物所載資料有關的情
況及原則可能隨時改變。因此，資料一經刊發，不應詮釋為暗
示資料在發布後並無作出任何更改，或有關資料仍屬最新資
料。本刊物的資料不構成就財務、法律、稅務或其他顧問事項
的決策輔助，亦不應純粹根據本資料作出任何投資決定或其
他決定。建議應向合資格專家尋求意見。投資者請注意：投資
價值可跌可升；因此，過往的正表現並非未來正表現的保證。
在不利的匯率變動影響下，不排除可為投資者帶來匯率和外
幣損失的風險。投資者可能無法取回全部投資本金。預測並
非未來業績的可靠指標。發行和贖回單位所收取的佣金和費
用將單獨向投資者收取，因此不會反映於所示表現內。對於
因為使用本刊物而可能造成的直接、間接或隨後出現的任何
形式損失或損害，我們概不承擔責任。本刊物不擬供受法律
禁止分派或需要取得許可方能獲分派的人士使用。持有本刊
物的人士及潛在投資者，必須了解在其原籍國、居住國或居
籍國的法律要求及任何稅務後果、外匯限製或管制，以及就
購買、收購、持有、兌換、贖回該等投資或對此作出行動的相
關事宜，並取得適當的建議及遵守任何限制。根據內部指引，
負責編輯本刊物的人士可自由購買、持有和出售本刊物所述
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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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T皇家銀行（香港）
LGT Bank AG（一家在列支敦士登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分行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8號交易廣場2期4203室
郵政信箱號碼 13398
電話：+852 2868 0201, info@lgt.com

LGT皇家銀行（新加坡）有限公司  
新加坡淡馬錫道3號盛年大廈#30-01(039190)
電話：+65 6415 3800, lgt.sg@lgt.com

LGT Securities (Thailand) Ltd.
57 Park Ventures Ecoplex
Level 21, Units 2101-2103 & 2112
Wireless Road, Lumpini, Pathumwan
Bangkok 10330, Thailand
Tel. +66 21050900, lgt.th@lgt.com

LGT Wealth Management Trust Inc.
The Okura Prestige Tower 9F 
2-10-4 Toranomon, Minato-ku
Tokyo 105-0001, Japan
Tel. +81 3 4580 6800, lgt.jp@lgt.com

www.lgt.com/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