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business highlights

加拿大皇家银行

帮助客户实现抱负，促进经济繁荣
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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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前言

谨代表加拿大皇家银行 (以下简称RBC)为
阁下介绍本行在亚太地区的业务。
RBC 为全球评级最高、资本健全及最受
信赖的国际银行及金融机构之一。以谨
慎的态度进行风险管理之余，我们亦拥
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及灵活的流动资金。
RBC 致力于拓展亚太地区业务，以提供
客戶和员工全方位金融服务及资源。

▸	RBC 资本市场 – 大宗交易，承销和投资银行业务
▸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 – 为全球金融及其他机构
投资者提供专业的资产服务、托管、支付及财资
服务
▸	RBC 财富管理 – 为高净值和超高净值人士提供领
先业界的财富管理和经纪服务
▸	RBC 全球资产管理和BlueBay资产管理 – 提供股票
和固定收入资产类别的投资方案
在母公司加拿大皇家银行强有力的支持下，上述
各业务在各自细分行业均提供优质国际级服务。

Douglas Moore
RBC 资本市场亚洲区行政总裁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亚太地区主管

Peter Corry
RBC 财富管理亚洲区主管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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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拿大皇家银行集团
按市值计算，加拿大皇家银行RBC是加拿大最大的银行，亦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
银行之一。RBC是北美金融机构的领导品牌，为全球的个人与企业客户提供全方位
财务管理、保险、投资服务，资本市场，多元的金融产品及专业服务。

盈利（依业务划分）1
49%	个人及商业银行
22% 资本市场
15% 财产管理
8% 保险
6% 投资者及资产服务

#1 加拿大最大的银行
2

105亿加元
收益3

（依市值计算）

第5位

北美排名2

~80,000

营收（依区域划分）1

名遍布全球的员工2

61% 加拿大
23% 美国
16% 国际

前15位
全球排名2

37

个国家2

1亿加元+

全球捐赠、赞助和社区投资事业

实力雄厚

市值2

1360亿加元

~1,400

~16m

间分行2

位客户2

收益3 达

384亿加元
一级资本比率 为
2

10.6%
表现

4

17.2%
股本回报率

A1

加拿大银行系统被评为
全球最安全的系统之一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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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RBC 是全球最高评级的
银行之一
（负面展望） （负面展望）
穆迪评级5 标准普尔评级5

全球
最安全

集团愿景
RBC 集团的愿景是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标杆企业，帮助客户实现抱负，促进经济
繁荣，正是我们每天努力工作的使命。

我门追求的愿景是什么？
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和成功的金融机构。

愿景

员工参与
客户满意和忠诚度
财务绩效
品牌强度

宗旨

个

R

C

我们如何以“同一个RBC”达至成功？
我们拥有庞大的资产和辉煌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优秀的员工成就了今天
的我们，并将在“同一个RBC”的精神下
带领我们迈向未來。

值

一

B

以客为尊
互助合作
多元包容
当责
诚信

价

同

永续发展
卓越客户服务
优秀人才
简化、灵活、创新
社会影响力

观

帮助客户实现抱负
促进经济繁荣

我们如何发挥个人和计提的力量？
秉持着「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开
心我们的员工，客户和社会，格守此
价值观,激励企业的行动和决策。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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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在亚太地区

大约有1,800名员工
北京

~20 名员工

RBC 资本市场
RBC 投资者及财务服务
Life Insurance
(Beijing Rep Office)

人寿保险
(北京代表处)

Personal &
Commercial Banking

个人及商业银行

印度

（代表处）

RBC 资本市场

马来西亚
~830 名员工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

新加坡
~210 名员工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
财富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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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人数截至2017年4月

日本

~50 名员工

RBC 资本市场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

香港

~400 名员工

RBC 资本市场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
财富管理
全球资产管理

澳洲

~290 名员工

RBC 资本市场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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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资本市场概览
RBC资本市场是一家首屈一指的全球投资银行，致力于拓展亚太地区资本市场的业
务，业务范围涵盖企业金融，投资银行，债券发行，固定收益，商品销售及货币
和股票交易，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及专业知识。

前10位

7,200+

100+

280+

全球投资银行排名7

个亚太地区合作伙伴8

「凭借着全球的优势为
亚太地区客户提供创新
的产品及专业的服务，
致力于推动企业的发
展。我们的策略是于客
户建立紧密的关系。强
化 RBC在 亚 太 市 场 的 地
位。」

「利用澳洲主要产业的
专业知识以及遍布全球
的国际网络，为客户提
供战略性建议，创新
的融资方案和跨境连
接。」

Douglas Moore
RBC 资本市场亚洲区
行政总裁

Dominic Hudson
RBC 资本市场澳洲区
总监

客户类型：
▸ 大型企业
▸ 资产管理人
▸ 保险
▸ 公司
▸ 银行
▸ 私人银行
▸ 对冲基金
▸ 主体国家、超国家组织
和机构（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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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业人士遍布亚太8

澳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建设工程交易
（截至2015年11月）
作为财务顾问，RBC 资本市场澳洲区协助新南威
尔士电网联合体于2015年11月以102.58亿澳元收购
Trans Grid

2016年度最佳债务资本市场（DCM）
交易
RBC 资本市场是星展银行2016年5
月强行总额7.5亿澳元担保债券的联
合账簿管理人，并且荣获《国际融
资评论》(IFR) 和《金融亚洲杂志》
（Financial Asia）2016年度最佳袋
鼠/备课杉债券交易。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名专业人士遍布全球8

具备亚洲境内外跨国交易的专业知识
作为财务顾问，RBC 资本市场部协助
Husky 能源在2016年7月将65%中游
资本出售予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价
值 17亿加元。

RBC 资本市场
加拿大皇家银行是全球评级最高的国际银行之一，我们有雄厚的资本和资金基
础，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的顶尖国际投资银行

多元的产品及跨国货币
交易服务

在大多数主要储备货
币的初级和次级固定
收益市场中，具备专业
的知识

致力于拓展30个主要和
新兴市场提供二十四小
时的外汇服务

与高端客户建立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

由优秀金融策略家，专
业经济学家和顶尖分析
师组成的强大的团队阵
容，随时关注来自全球
的市场趋势，为客户提
供前瞻，精开的完整资
讯，协助你做出最佳的
投资决策。

我们的专业服务及多元产品：
固定收益、货币和商品
股票
▸ 信贷
▸ 权益现货商品
▸ 证券化产品
– 高接触服务
▸ 债务资本市场（含绿色
– 电子交易
债务）
– THOR 专利技术智能
▸ 中期票据
下单
▸ 利率–现金和衍生产品
– 指数股票型基金
▸ 外汇
（ETF）和程序交易
▸ 期货
– 市场结构
▸ 商品
– CSA 平台
▸ 全球股票挂钩投资
– 结构性产品
– 金融衍生工具
– 投资方案
– 金融衍生产品

投资银行业务
研究
▸ 可兑换股票挂钩投资 ▸ 股票研究覆盖五大行业
▸ 企业银行业务
– 基础设施及公共建设
▸ 股票资本市场
– 矿业和金属
▸ 财务资助
– 石油及天然气
▸ 贷款资本市场
– 工业
▸ 合并及收购
– 科技
▸ 私募配售
▸ 固定收益，货币和商品
▸ 重组
– 澳洲固定收益
▸ 银团融资
– 外汇亚洲新兴市场及
G10

强大交易平台
我们透过强大的电子交易功能（包括 RBC DX™ 平台）、屡获殊荣的多资产
类别交易平台、全球电子股权交易系统（包括 THOR™ 平台），以及业界领
先的算法，来完善覆盖全球的销售渠道。另外，公司亦加入了在固定收益和
外汇交易上所有主要的跨银行平台。

全球股票研究报告覆盖情况

270+

名全球各地的研究专家9

1,700+

支股票10覆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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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RBC I&TS)为全球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提供专业及独
到的资产行政服务，环球资产托管，支付和资金管理服务。我们为亚太地区6个
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在保障客户资产安全的同时具备最佳的资金流动性。

「身为全球银行的领导品牌，结
合25年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
（UCITS）的专业经验，我们一直
为客户提供全面及充分的支持，
并致力于协助亚太地区的资产管
理机构和基金经理实现跨境分销
的目标。」

「我们的全球投资技术和高品质
的客户体验为澳洲 RBC I&TS 创
造了非凡的成就，不仅增加了
客户的参与度，更提升了市场份
额。」

「客户为我们的核心，我们在马来
西亚设立的营运中心 (Operational
Center of Excellence) 拥有800名优
秀人才，我们秉持以客为尊的服务
宗旨，提供优质服务及建立专业的
优质口碑，实现卓越营运的战略目
标。」

Andrew Gordon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董事总经
理（亚洲区）

David Travers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董事总经
理（澳洲区）

Andy Allen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董事总经理
（马来西亚区）

亚太区客户类型
▸ 基金经理

▸ 养老基金

▸主
 权基金

▸ 银行、经纪及交易所

全球资产专业服务
RBC I&TS 多元产品及完善服务
证券处理与管理

资讯管理

交易银行业务

分销

▸ 全球资产托管
▸ 受托人和托管人服务
▸ 加拿大次级托管服务
▸ 基金行政管理
▸ 基金交易服务

▸ 业绩投资表現
评价
▸ 投资合规监控

▸加
 元清算与现金管
理服务
▸贸
 易融资
▸ 银行内包方案
▸交
 易经纪服务

▸全
 球基金平台
▸基
 金销售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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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 现金/流动性管理
▸ 外汇服务
▸ 环球证券借贷

RBC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

RBC I&TS 的业务数据11

4.1兆加元

全球资产行政管理规模 (AUA)

1650亿加元

科技为本——高端客户体验
RBC I&TS 多年來的科技发展战略致力结合客户需
求强化系统，以提高客户整体的服务品质，加强
营运效率及降低风险。

亚太地区资产行政管理规模 (AUA)

29+

年亚太地区业务经验

卓越的营运中心——马来西亚

590,000±

▸提
 供卓越的服务–以双边营运模式来支援全球9
个国家，持续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卓越的服务
▸提
 供以客户为中心的技术方案，以最大程度地
提高效率
▸持
 续培养优秀人才、人才管理和员工培训与发展

宗亚太地区每年处理的基金交易

950+

名亚太地区员工2

#1

客户认可的全球托管银行12

R&M 投资者服务调查
2011——2016年托管银行总排
名第1
R&M 基金会计与管理调查
2013——2016年总排名第1

全球托管调查
2011——2016年的托管银行总
排名第1
2012年、2015年、2016年亚太
地区托管银行总排名第1

亚洲资产管理——2016年Best
of the Best 大奖
获选为亚太区最佳专业托管
银行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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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财富管理概览
RBC 财富管理是一家值得信赖的顾问和财富管理顾问，自1997年以來，持续为亚洲
的高净值客户、家庭、企业和多元家族办事处服务。我们的总部设在新加坡和香
港，透过了解客户财务状况，理财目标及需求，提供全方位理财咨询和规划，打造
富有的未來。
我们的财富管理方法综合全面，利用全球专业网路来提供
涵盖银行、投资、信贷及融资、信托及受托服务的全球和
本地专业服务。
透过领先业绩的客户发现流程，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客户的
财务目标和个人价值观，以确定其投资、退休和财富规划
的需要，并发掘积累与保障财富的独有机会。每次与客户
接触，我们都会本着为客户和当地社群着想的核心价值观
和文化。

「RBC 财富管理着重于提供市场资讯和
专业服务，能让我们加强、增长和保护
客户在财务、商业和情感财富上的目
标。我们用心了解客户的优先选择和目
标，以确定如何提供价值服务。凭借一
直以来雄厚的财政实力、全球的连通
性、一流的专业服务、专业诚信以及为
亚洲乃至全球客户服务的专注精神，令
RBC 财富管理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
伙伴，协助客户处理各种需要，让他们
迎接光辉的未来。」
Peter Corry
RBC 财富管理亚洲区主管

RBC 财富管理服务的业务数据13

6090亿美元+ 9310亿美元+
全球 AUM

全球 AUA

当客户与我们合作时，他们能受益于以下服务：
▸ 信托与受托
▸ 企业服务
▸ 全球资产管理
▸ BlueBay
▸ 资本市场
▸ 投资及财资服务
▸ 城市国家银行

策略目标

在资产管理：
成文专注于全球机构和北美
零售客户的优秀多元化资产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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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
成为超高净值和高净值客户
的首选服务供应商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在美国：
在关键市场中成为领先的私
人银行、商业银行以及财富
管理者

在选定的全球金融中心：
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区域性私
人银行

财富管理服务
我们为客户带来明显优势的四步咨询流程
评估
评估您的需要和优先级，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财务目标， 并提供全
面的，符合监管要求和市场状况的投资建议。

评估

量身定制
我们利用评估阶段所得到的结果，根据您的投资目标量身定制财
务策略。
执行
如您对方案感到满意，我们即透过专业服务来实现您所选择的目
标。
审查
我们持续审查和监控您的投资组合，以便你在市场状况或个人情
况出现变化时考虑调整投资组合。

量身定制

您

审查

执行

Wherever
the journey may
无论您身在何方，
take you, we’re beside you
我们都伴您左右。
every
step of the way

我们为客户提供以「建议之路」（Road To Advice）来制订的一系列方案，全程陪伴客户。
自我导向的客户

DAC

听从 RBC 建议的客户

重视 RBC 建议的客户

完全信任 RBC 的
客户

直接接触客户

高级咨询服务

PAS

AWM

DWM

直接执行

积极提供咨询
专属投资专家
单一或多项资产类别
固定费用（可选）

积极提供咨询
专属投资专家
资产组合风险评估
多项资产类别
固定费用
服务合同

全权授权
专属投资专家
资产组合风险评估
多项资产类别
固定费用
服务合同

世界第五大资产财富管理者
Scorpio Partnership
2016年全球私人银行基准
报告

加拿大最佳私人银行业务
服务奖
2017年欧洲货币私人业务和
财富管理评选

财富咨询授权

加拿大最佳私人银行
（连续第5年）
2016年全球私人银行评选

自由支配财富授权

连续9年获得加拿大私人银行
最佳综合服务奖
2016年欧洲货币私人银行
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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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全球资产管理概览

全球资产管理

RBC 全球资产管理 (RBC GAM) 是我们在全球业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亚洲业务
分別与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同行合作，主要向机构投资者提供全面的投资方案。
RBC GAM 全球14

18

个投资方案

2930亿美元
管理的资产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亚洲投资
团队能为全球客户带来卓越的长期
投资回报。而香港办事处亦为客户
提供 GAM 全球资产管理服务，包括
BlueBay 资产管理，并保持对个人服
务需求的敏感度和反应度。」

 en Tam
K
RBC 全球资产管理亚洲区主管兼董
事总经理
客户类型
在香港营运的RBC GAM向包括日本
在内的亚洲机构投资者和私人银
行，提供各种投资方案。
RBC GAM 亚太区大事年表

重要事件
▸ Mayur Nallamala 于2013年加
入亚洲股票部并担任主管
▸ Ken Tam 于2015年出任亚洲
区主管兼常务董事
▸ 2015年 RBC GAM 成为联合国
责任投资原则签约方
历史
RBC 全球资产管理是加拿
大皇家银行的资产管理部
门，其中包括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 资产管理和
Phillips, Hager & North 投资
管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3 年，通过有机发展和策
略收购发展到今天。
RBC GAM在香港的业务与过去
几年迅速增长，现在已有二十
多名员工。
RBC 在中国有一家基金管理合
资企业，即成立于2008年的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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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机构资产

300+

名专业投资人士

RBC GAM 在亚洲有

24亿美元
管理的资产14

10

名专业的投资人员
主要策略說明
▸	亚洲股票（亚洲非日本股票、日本
股票）
▸	此外，亚洲区部门还分销 RBC GAM
全球系列产品的一整列策略
–	英国 GAM 管理的策略——新兴市
场股票、全球股票、欧洲股票，
全球固定收益
–	加拿大和美国 GAM——例如全球
资源股票、美国中小型股票、美
国固定收益
–	BlueBay管理的策略--例如投资
级债券、杠杆金融（包括直接借
贷），可转换债券、新兴市场债
券，多资产信贷

BlueBay 资产管理概览
BlueBay 为机构客户和分销商提供一套完整的固定收益策略和次级资产了类别，
包括从基准评估到无约束的投资策略。

全球策略

积极多头15

无约束16

绝对回报17

可转换产品
新兴市场
投资级债券
杠杆金融
多元资产

重要事件
▸ BlueBay 在2016年7月2日庆祝成立15周年
▸ 伦敦（总部）、美国、日本、瑞士、德国及卢森堡
▸ 自2011年1月以來一直是 RBC 的全资子公司

能力
BlueBay 是一间总部设在欧洲的全球固定收益专业资产管
理公司。我們采取积极的管理风格，把资本保值视为营运
核心。
凭借与客户及各投资团队的合作，我们在投资成效和产品
创新方面均拥有优良往绩。

「客户是我们业务的核心，我们积极
地寻求机会与客户合作，以给他们提
供量身定制的方案，满足他们的要
求。我们的投资重点是信贷周期中的
超额回报（阿尔法系数），并在过程
中着重资本保值。」
Erich Gerth
BlueBay 资产管理行政总裁

520亿美元
资产管理规模（AUM）2

380+

名全球员工2

16种策略
涵盖固定收益范围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15

企业社会责任
除了能帮助客户取得成功，我们亦乐于透过对年轻人、体育活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努力，令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变得更繁荣。

10年来，投放5亿加元
致力帮助年青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RBC Future Launch
RBC Future Launch 是 RBC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扶
持项目。此项为期十年，投入高达5亿加元的项
目，旨在为年轻人提供机会，帮助他们获得未来工
作领域所需的技能、工作经验和就业网络，以协
助其迈向成功之路。RBC 长期以来自助多个项目以

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发挥所长，RBC Kids Pledge 便
是其中之一。2016年底，加拿大皇家银行所实施
的 RBC Kids Pledge项目，提升了孩子和青少年的
福祉，成功比原定计划提早两年完成1亿加元的资
助资金。

RBC 香港童心竞赛
RBC 的员工、朋友和家属为「BGCA 香港小童群益
会」募集了超过6万多加元。2016年的童心竞赛有
超过3,500人次参与，其中有500位RBC同仁响应此
项活动。

RBC 澳洲童心竞赛
自2013年起，澳洲童心竞赛一直在悉尼的百年
纪念公园举行。过去三年间，这项适合全家人
一同参与的活动吸引了超过2,500名的参与者，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为当地儿童机构募集了高
达33万加元。

RBC 吉隆坡童心竞赛
2016年，吉隆坡举办了第一场童心竞赛，有1,500
多人参加了首次活动，其中800人來自RBC。该活
动吸引了超过60％的员工参与，是童心竞赛系列中
员工参与率最高的活动。此项活动为马来西亚麦当
劳叔叔慈善之家筹集了6万多加元，给有特殊需要
和学习障碍的青少年兴建了两个感官室，为他们带
来福利和学习机会。

同心扶助马来西亚教育
RBC 每年捐赠15,000加元给马来西亚奖学金计
划，以改善乡村或偏远地区青年教育的不平等
现象。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义工于马来西亚柔佛
州教育日响应此计划。

2016和2017年，RBC 香港被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评为「商界展开
怀」机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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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社会的承诺

我们致力为公司所在的社群做出受尊重和正面的贡献。

RBC 指导悉尼 Holroyd High 学
校的学生
自2015年起，澳洲 RBC 一直与
Holroyd High 学校合作，帮助弱
势学生实现教育目标。这些计划
包括导师计划、学生工作坊，以
及提供捐款。

与长者郊游——和新加坡 Lions
Befrienders Service Association
(LB), 合作
此项目旨在于长者建立友谊及
为他们提供照顾，帮助他们参
与的社区活动。LB 和45名 RBC
一共邀请了20位长者一同游览
新加坡河川生态园。

日本东京金融业慈善跑
FIT 是一项慈善跑步活动，过去
10年有100家公司参加。日本
RBC 通过 FIT 慈善跑向非牟利社
区组织，如托儿所、残疾人士
协会和癌症护理院提供捐款。

我们队改善环境所作的努力

我们了解对自身生活和工作所在的社区所带来的影响，并一直专注于环境管
理和持续改进。

RBC 蓝水计划
RBC；蓝水计划于2007年推出，
是一项为期十年的全球慈善计
划，旨在提供5,000万加元的捐
款来改善水质，为目前和未来提
供适合饮用、游泳和垂钓的水
质。RBC 已经在亚太地区的几个
重要地方参加了各种活动，以支
持这项计划。

5,000万加元

马来西亚全球自然基金
RBC 承诺向世界自然基金捐赠
90,000加元，以支援 Nature
Malaysia 一项创新的社会生态
研究项目。这个三年的合作计
划旨在提倡改善淡水生态系统
的管理，以及促进保护马来西
亚巴生谷流域和城市河流。

修护马来西亚刁曼岛的珊瑚礁
2015年起，马来西亚 RBC 和马
来西亚珊瑚普查协会合作，每
年捐赠18,000加元及派遣40名
RBC 潜水员前往刁曼岛，以保护
和修护脆弱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并
清理海岸线。

WORKING
TOGETHER
TO SAFEGUARD
WATER SEVURITY
IN KLANG VALLEY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17

多元与包容
我们的业务以人为本。为了帮助客户取得成功和达至社会繁荣，RBC 致力培育多元
文化及工作场所的包容理念，以促进社区的多元发展。
亚太区多元化委员会

员工资源组
RBC Pride 支持我们的同性恋团体及其 RBC RWomen 是一个以员工主导
非同性恋的支持者，深入认识同性恋 的非正式网路，致力促进妇女的
的议题，使所有员工都能够在 RBC 彻 发展和职业理想
底发挥所长

多元文化员工联盟 (Multicultural
Employee Alliance) 促进并认可员
工、客户和其他团体间不同的文
化观点和背景

重要事件
▸ 澳洲 RBC 与 Pride in Diversity,（一个全方位促进在 ▸ RBC 是一年一度香港同志游行的主要赞助机构，
工作场所包容同性恋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参与
该活动吸引了数千人支持同性恋人士
了2016和2017年的悉尼同性恋狂欢节
▸ 为庆祝2017年3月的国际妇女节，香港 RBC 已经
连续三年参加 ASIFMA Women in Finance Asia的
「 Suits for Success」慈善项目，员工捐赠他们的
职业装以支持香港当地的慈善事业

▸香
 港 RBC 为员工举行了一個了解乳腺癌讲座，提
高员工对预防乳腺癌的意识，并分享定期检查和
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 澳洲的反种族其实专员 Tim Soutphommasane 博
士于2016年9月加入与 RBC 一起讨论工作场所的
文化多元议题：「领导变革：文化多元和包容的
领导蓝图」

▸ 2017年澳洲新南威尔士州代表 Deng Adut 分享了
他为支援弱势儿童所做的工作。澳洲 RBC 与 Deng
Adut 和 John Mac Foundation 合作，以支持他们
2017年的导师计划

▸ RBC 是粉红日（旨在促进人们反思和行动的国际
日）的支持机构。国际上认可的，粉红日定于四
月的第二个星期三。香港 RBC 很荣幸成为 Pink
Dot的其中一间赞助机构，协助举办一个有趣、
充满活力的狂欢节，来支持同性恋朋友、家人和
同事

▸为
 鼓励妇女参与投资银行业，RBC 与悉尼科技大
学商学院合作，每年为成绩优异的女学生提供两
项奖学金和3个月的实习安排

多元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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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法
资本市场
香港			
固定收益货币及商品

Laurent Baumgartner

+852 2842 6666

香港 FICC 销售及交易部主管

全球股票挂钩产品		
Philippe Banon
		
Mandy Kan

亚太区全球股票挂钩产品销售主管
亚太区全球股票挂钩产品交易主管

全球投资银行业务

Judith Lee

亚洲区全球投资银行业务主管

全球信贷

Ying Ying

亚太区机构客户关系和销售管理总监

澳洲			

+61 2 9033 3000

全球投资银行业务
Dominic Hudson
澳洲首席区域主管
		 亚太区全球投资银行业务主管
全球市场
Gavin Ezekowitz
亚太区全球市场销售主管
		 澳洲区全球市场主管
企业银行业务
Nicole Kidd
澳洲企业银行主管
		 及亚太区机构客户管理主管
全球研究

Su-Lin Ong

澳洲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主管

北京			

+86 10 5839 9388

全球投资银行业务
John Wang
董事总经理、
		中国区主管及行政总裁
日本			
固定收益货币
及商品

Minako Endo
Hidetoshi Hikawa

+81 3 4577 7000

日本区主管及行政总裁		
固定收益货币和商品日本区主管

全球股票挂钩产品
Toru Komori
日本区全球股票挂钩产品销售总监
		
机构客户管理

Hideki Matsumoto

日本区机构客户管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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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法（续）
投资者及财资服务
香港

Andrew Gordon

董事总经理，全球客户覆盖

马来西亚

Andy Allen

董事总经理，全球客户覆盖

+60 3 2782 3555

澳洲

David Travers

董事总经理，全球客户覆盖

+61 2 8262 5000

新加坡

Hong Paterson

总监，全球客户覆盖

+65 6230 1988

北京

Tina Qiu

总监，全球客户覆盖

+86 10 5839 9388

日本

Toshiaki Shima

总监，全球客户覆盖

+81 3 4577 7199

新加坡

Tho Gea Hong

东南亚区财富管理主管

+65 6230 1888

香港

Ignatius K K (Iggy) Chong

大中华区私人财富主管

+852 2848 1388

Joel Goh

香港区经纪及期货主管

+852 2848 1388

+852 2978 5656

财富管理

全球资产管理			

+852 2848 1388

香港

Ken Tam

董事总经理、亚洲区主管

香港

Sharon Yang

执行董事、大中华区主管

Ken Yoshida

合伙人

BlueBay 资产管理		
东京

+81 3 5777 1760

加拿大银行业务
北京
Winson Li
业务开发主管、
		中国区个人银行业务

+86 10 5839 9388

人寿保险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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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中国区保险首席代表

+86 10 5839 9388

参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截至2017年4月30日的12个月内
截至2017年4月30日
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12个月内
截至2017年4月30日，根据公认会计原则，净资产收益率并沒有统一标准，因此该数值不可与其他金
融机构公布的资料比较
该资料取自截至2017年5月31日的高级长期信用评级
世界经济论坛、2016全球竞争性报告
汤姆森·路透截至2017年3月30日的第一季度费用、迪罗基公司在2010至2015日历年度中完成的总交易
截至2017年2月28日
截至2017年2月包括全职分析员及经理
截至2017年1月31日
截至2016年10月31日
Global Custody Survey, Global Investor ISF, 2011至2016年
截至2017年4月30日的资产行政管理(AUA)&资产管理规模(AUM)，代表全球财富管理的期末现金余额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包括 BlueBay 资产管理，不包括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多头是一种传统的投资方案，旨在寻求优于市场指标的潜在资产类别
无限制是指沒有地域限制的投资方案，目标为提供类股票／类债券的高收益低风险产品
绝对回报会在任何条件下，追求独立与市场条件的正收益
Women Banking and Finance 合作关系只针对澳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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