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business highlights

加拿大皇家銀行

幫助客戶實現抱負，促進經濟繁榮
我們在亞太區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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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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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謹代表加拿大皇家銀行 (以下簡稱RBC)為
閣下介紹本行在亞太地區的業務。
RBC 為全球評級最高、資本健全及最受
信賴的國際銀行及金融機構之一。以謹
慎的態度進行風險管理之餘，我們亦擁
有良好的財務狀況及靈活的流動資金。
RBC 致力於拓展亞太地區業務，以提供
客戶和員工全方位金融服務及資源。

▸	RBC 資本市場 – 大宗交易，承銷和投資銀行業務
▸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 為全球金融及其他機構
投資者提供專業的資產服務、託管、支付及財資
服務
▸	RBC 財富管理 – 為高淨值和超高淨值人士提供領
先業界的財富管理和經紀服務
▸	RBC 全球資產管理和BlueBay資產管理 – 提供股票
和固定收入資產類別的投資方案
在母公司加拿大皇家銀行強有力的支持下，上述各
業務在各自細分行業均提供優質國際級服務。

Douglas Moore
RBC 資本市場亞洲區行政總裁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亞太區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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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亞太區業務：2017年

Peter Corry
RBC 財富管理亞洲區主管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亞太區業務：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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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加拿大皇家銀行集團

集團願景

按市值計算，加拿大皇家銀行RBC是加拿大最大的銀行，亦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國際
銀行之一。RBC是北美金融機構的領導品牌，為全球的個人與企業客戶提供全方位
財務管理、保險、投資服務，資本市場，多元的金融產品及專業服務。

RBC 集團的願景是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標竿企業，幫助客戶實現抱負，促進經濟
繁榮，正是我們每天努力工作的使命。

盈利（依業務劃分）1

#1 加拿大最大的銀行

我們追求的願景是什麼？
成為全球最值得信賴和成功的金融機構。

2

北美排名

~80,000

營收（依區域劃分）

1

名遍佈全球的員工2

61% 加拿大
23% 美國
16% 國際

前15位
全球排名

願

員工參與
客戶滿意和忠誠度
財務績效
品牌強度

37

個國家2

1億加元+

宗旨

全球捐贈、贊助和社區投資事業

幫助客戶實現抱負
促進經濟繁榮

~1,400

~16m

1360億加元

間分行2

位客戶2

個

收益3 達

一級資本比率2 為

10.6%
表現

4

17.2%
股本回報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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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

384億加元

永續發展
卓越客戶服務
優秀人才
簡化、靈活、創新
社會影響力

一

市值2

同

實力雄厚

RBC 是全球最高評級的
銀行之一
（負面展望） （負面展望）
穆迪評級5 標準普爾評級5

A1

加拿大銀行系統被評為
全球最安全的系統之一 6

景

2

AA-

全球
最安全

C

我們如何以“同一個RBC”達至成功？
我們擁有龐大的資產和輝煌的歷史,更
重要的是，優秀員工成就了今天的我
們,並將在“同一個RBC”的精神下帶領
我們邁向未來。

以客為尊
互助合作
多元包容
當責
誠信

觀

第5位
2

值

105億加元
收益3

（依市值計算）

價

49%	個人及商業銀行
22% 資本市場
15% 財產管理
8% 保險
6% 投資者及資產服務

我們如何發揮個人和集體的力量？
秉持著「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關
心我們的員工,客戶和社會，格守此價
值觀,激勵企業的行動和決策。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亞太區業務：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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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皇家銀行 RBC 在亞太地區

大約有1,800名員工
北京

日本

~20 名員工

~50 名員工

RBC 資本市場

RBC 資本市場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Life Insurance
(Beijing Rep Office)
Personal &
Commercial Banking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人壽保险
(北京代表處)
個人及商業銀行

香港

印度

~400 名員工

（代表處）

RBC 資本市場

RBC 資本市場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財富管理

馬來西亞

全球資產管理

~830 名員工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澳洲

新加坡

~290 名員工

RBC 資本市場

~210 名員工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財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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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人数截至2017年4月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亞太區業務：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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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資本市場概覽

RBC 資本市場

RBC資本市場是一家首屈一指的全球投資銀行，致力於拓展亞太地區資本市場的業
務，業務範圍涵蓋企業金融，投資銀行，債券發行，固定收益，商品銷售及貨幣
和股票交易，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及專業知識。

前10位7

全球投資銀行排名

100+

個亞太區合作夥伴8

「憑藉著全球的優勢為
亞太地區客戶提供創新
的產品及專業的服務，
致力於推動企業的發
展。我門的策略是與客
戶建立緊密的關係。強
化 RBC在 亞 太 市 場 的 地
位。」

「利用澳洲主要產業的專
業知識以及遍布全球的國
際網絡，為客戶提供戰略
性建議，創新的融資方案
和跨境連接。」

Douglas Moore
RBC 資本市場亞洲區
行政總裁

Dominic Hudson
RBC 資本市場澳洲區
總監

客戶類型：
▸ 大型企業
▸ 資產管理人
▸ 保險
▸ 公司
▸ 銀行
▸ 私人銀行
▸ 對沖基金
▸ 主權國家、超國家組織
和機構（ SSA）

7,200+

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的頂尖國際投資銀行

名專業人士遍布全球8

280+

名專業人士遍布亞太8

澳洲有史以來最大的基礎建設工程交易
（截至2015年11月）
作為財務顧問，RBC 資本市場澳洲區協助新南威
爾士電網聯合體於2015年11月以102.58億澳元收購
Trans Grid

2016年度最佳債務資本市（DCM）
交易
RBC 資本市場是星展銀行2016年5
月發行總額7.5億澳元擔保債券的聯
合賬簿管理人，並且榮獲《國際融
資評論》(IFR) 和《金融亞洲雜誌》
（Financial Asia）2016年度最佳袋
鼠/貝殼杉債券交易。

加拿大皇家銀行是全球評級最高的國際銀行之一，我們有雄厚的資本和資金基
礎，絕對是你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

具備亞洲境內外跨國交易的專業知識
作為財務顧問，RBC 資本市場部協助
Husky 能源在2016年7月将65%中游
資產出售予長江基建和電能實業，價
值17億加元。

多元的產品及跨國貨幣
交易服務

在大多數主要儲備貨
幣的初級和次級固定
收益市場中，具備專業
的知識

致力於拓展30個主要和
新興市場提供二十四小
時的外匯服務

與高端客戶建立長期穩
定的合作關係

由優秀金融策略家，專業
經濟學家和頂尖分析師組
成的強大的團隊陣容，隨
時關注來自全球的市場趨
勢，為客戶提供前瞻，精
闢的完整資訊，協助你做
出最佳的投資決策。

我們的專業服務及多元產品：
固定收益、貨幣和商品
股票
▸ 信貸
▸權
 益現貨商品
▸ 證券化產品
– 高接觸服務
▸ 債務資本市場（含綠色
– 電子交易
債务）
– THOR 專利技術智能
▸ 中期票據
下單
▸ 利率–现金和衍生產品
– 指數股票型基金
▸ 外匯
（ETF）和程序交易
▸ 期貨
– 市場結構
▸ 商品
– CSA 平台
▸全
 球股票掛鉤投資
– 結構性產品
– 金融衍生工具
– 投資方案
– 金融衍生產品

投資銀行業務
研究
▸可
 兌換股票掛鉤投資 ▸ 股
 票研究覆蓋五大行業
▸企
 業銀行業務
– 基礎設施及公共建設
▸股
 票資本市場
– 礦業和金屬
▸財
 務資助
– 石油及天然氣
▸貸
 款資本市場
– 工業
▸合
 併及收購
– 科技
▸私
 募配售
▸ 固定收益，貨幣和商品
▸重
 組
– 澳洲固定收益
▸銀
 團融資
– 外匯亞洲新興市場及
G10

強大交易平台
我們透過強大的電子交易功能（包括 RBC DX™ 平台）、屢獲殊榮的多資產
類別交易平台、全球電子股權交易系統（包括 THOR™ 平台），業界領先的
算法，來完善覆蓋全球的銷售渠道。另外，公司亦加入了在固定收益和外匯
交易上所有主要的跨銀行平台。

全球股票研究報告覆蓋情況

270+

名全球各地的研究專家9

1,700+

支股票10覆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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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RBC I&TS)為全球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者提供專業及獨
到的資產行政服務，環球資產託管，支付和資金管理服務。我們為亞太地區6個
國家的客戶提供服務，在保障客戶資產安全的同時具備最佳的資金流動性。

RBC I&TS 的業務數據11

4.1兆加元

全球資產行政管理規模 (AUA)

1650億加元

科技為本——高端客戶體驗
RBC I&TS 多年來的科技發展戰略致力結合客戶需
求強化系統，以提高客戶整體的服務品質，加強
營運效率及降低風險。

亞太地區資產行政管理規模 (AUA)

「身為全球銀行的領導品牌，結
合25年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劃
（UCITS）的專業經驗，我們一直
為客戶提供全面及充分的支持，
並致力於協助亞太地區的資產管
理機構和基金經理實現跨境分銷的
目標。」

「我們的全球投資技術和高品質的
客戶體驗為澳洲 RBC I&TS 創造了非
凡的成就，不僅增加了客戶的參與
度，更提升了市場份額。」

David Travers
	Andrew Gordon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董事總經理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董事總經理
（亞洲區）
（澳洲區）
亞太區的客戶類型
▸ 基金經理

▸ 養老基金

▸主
 權基金

「客戶為我們的核心，我們在馬來
西亞設立的營運中心 (Operational
Center of Excellence) 擁有800名優秀
人才，我們秉持以客為尊的服務宗
旨，提供優質服務及建立專業的優質
口碑，實現卓越營運的戰略目標。」
Andy Allen
RBC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董事總經理
（馬來西亞區）

▸ 銀行、經紀及交易所

29+

年亞太地區業務經驗

卓越的營運中心——馬來西亞

590,000±

▸提
 供卓越的服務–以雙邊營運模式來支援全球9
個國家，持續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卓越的服務。
▸提
 供以客戶為中心的技術方案，以最大程度地
提高效率
▸持
 續培養優秀人才、人才管理和員工培訓與發展

宗亞太地區每年處理的基金交易

950+

名亞太地區員工2

#1

客戶認可的全球託管銀行12

全球資產專業服務
RBC I&TS 多元產品及完善服務
證券處理與管理

資訊管理

交易銀行業務

分銷

▸ 全球資產託管
▸ 受託人和託管人服務
▸ 加拿大次級託管服務
▸ 基金行政管理
▸ 基金交易服務

▸ 業績投資表現
評價
▸ 投資合規監控

▸加
 元清算與現金管
理服務
▸貿
 易融資
▸ 銀行內包方案
▸交
 易經紀服務

▸ 全球基金平臺
▸ 基金銷售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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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
▸ 現金/流動性管理
▸ 外匯服務
▸ 環球證券借貸

R&M 投資者服務調查
2011——2016年託管銀行總排
名第1
R&M 基金會計與管理調查
2013——2016年總排名第1

全球託管調查
2011——2016年的託管銀行總
排名第1
2012年、2015年、2016年亞太
地區託管銀行總排名第1

亞洲資產管理——2016年Best
of the Best 大獎
獲選為亞太區最佳專業託管
銀行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亚太地区业务：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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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財富管理概覽

財富管理服務

RBC 財富管理是一家值得信賴的顧問和財富管理顧問，自1997年以來，持續為亞洲
的高淨值客戶、家庭、企業和多元家族辦事處服務。我們的總部設在新加坡和香
港，透過了解客戶財務狀況，理財目標及需求，提供全方位理財諮詢和規劃，打造
富有的未來。

「RBC 財富管理著重於提供市場資訊和專
業服務，能讓我們加強、增長和保護客戶
在財務、商業和情感財富上的目標。我們
用心瞭解客戶的優先選擇和目標，以確定
如何提供價值服務。憑藉一直以來雄厚的
財政實力、全球的連通性、一流的專業服
務、專業誠信以及為亞洲乃至全球客戶服
務的專注精神，令 RBC 財富管理成為一個
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協助客戶處理各種
需要，讓他們迎接光輝的未來。」

Peter Corry
RBC 財富管理亞洲區主管

我們為客戶帶來明顯優勢的四步諮詢流程
評估
評估您的需要和優先級，將其轉化為實際的財務目標，並提供全
面的，符合監管要求和市場狀況的投資建議。

我們的財富管理方法綜合全面，利用全球專業網路來提供
涵蓋銀行、投資、信貸及融資、信託及受託服務的全球和
本地專業服務。

量身定制
我們利用評估階段所得到的結果，根據您的投資目標量身定制財
務策略。

透過領先業界的客戶發現流程，我們能夠深入瞭解客戶的
財務目標和個人價值觀，以確定其投資、退休和財富規劃
的需要，並發掘積累與保障財富的獨有機會。每次與客戶
接觸，我們都會本著為客戶和當地社群著想的核心價值觀
和文化。

執行
如您對方案感到滿意，我們即透過專業服務來實現您所選擇的目
標。
審查
我們持續審查和監控您的投資組合，以便你在市場狀況或個人情
況出現變化時考慮調整投資組合。

評估

量身定制

您

審查

執行

Wherever
the journey may
無論您身在何方，
take you, we’re beside you
我們都伴您左右。
every
step of the way

RBC 財富管理服務的業務數據13

6090億美元+ 9310億美元+
全球 AUM

全球 AUA

我們為客戶提供以「建議之路」（Road To Advice）來制訂的一系列方案，全程陪伴客戶。
自我導向的客戶

當客戶與我們合作時，他們能受益於以下服務：
▸ 信託與受託
▸ 企業服務
▸ 全球資產管理
▸ BlueBay
▸ 資本市場
▸ 投資及財資服務
▸ 城市國家銀行

DAC

聽從 RBC 建議的客戶

重視 RBC 建議的客戶

完全信任 RBC 的
客戶

直接接觸客戶

高級諮詢服務

PAS

AWM

DWM

直接執行

積極提供諮詢
專屬投資專家
單一或多項資產類別
固定費用（可選）

積極提供諮詢
專屬投資專家
資產組合風險評估
多項資產類別
固定費用
服務合同

全權授權
專屬投資專家
資產組合風險評估
多項資產類別
固定費用
服務合同

財富諮詢授權

自由支配財富授權

策略目標

在資產管理：
成為專注於全球機構和北美
零售客戶的優秀多元化資產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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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
成為超高淨值和高淨值客戶
的首選服務供應商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亞太區業務：2017年

在美國：
在關鍵市場中成為領先的私
人銀行、商業銀行以及財富
管理者

在選定的全球金融中心：
成為最值得信賴的區域性私
人銀行

世界第五大資產財富管理者
Scorpio Partnership
2016年全球私人銀行基準
報告

加拿大最佳私人銀行業務
服務獎
2017年歐洲貨幣私人業務和
財富管理評選

加拿大最佳私人銀行
（連續第5年）
2016年全球私人銀行評選

連續9年獲得加拿大私人銀行
最佳綜合服務獎
2016年歐洲貨幣私人銀行
業調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亞太區業務：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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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全球資產管理概覽

全球資產管理

BlueBay 資產管理概覽
BlueBay 為機構客戶和分銷商提供一套完整的固定收益策略和次級資產類別，包
括從基準評估到無約束的投資策略。

RBC 全球資產管理 (RBC GAM) 是我們在全球業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亞洲業務
分別與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的同行合作，主要向機構投資者提供全面的投資方案。
RBC GAM 全球14

18

個投資方案

2930億美元
管理的資產

全球策略

積極多頭15

無約束16

絕對回報17

51%

機構資產

300+

名專業的投資人員

可轉換產品
新興市場
投資級債券

「我們的主要目標是確保亞洲投資
團隊能為全球客戶帶來卓越的長期
投資回報。而香港辦事處亦為客戶
提供 GAM 全球資產管理服務，包括
BlueBay 資產管理，並保持對個人服
務需求的敏感度和反應度。」

重要事件
▸ Mayur Nallamala 於2013年加
入亞洲股票部並擔任主管
▸ Ken Tam 於2015年出任亞洲
區主管兼常務董事
▸ 2015年 RBC GAM 成為聯合國
責任投資原則簽約方

 en Tam
K
RBC 全球資產管理亞洲區主管兼董
事總經理
客戶類型
在香港營運的RBC GAM向包括日本
在內的亞洲機構投資者和私人銀
行，提供各種投資方案。
RBC GAM 亚太区大事年表
2000
年

2009
年

2013
年

2014
年

歐洲
股票團隊
成立

新興市場
股票團隊
成立

亞洲
股票團隊
開始擴張

全球
股票團隊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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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RBC 全球資產管理是加拿
大皇家銀行的資產管理部
門，其中包括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 資產管理和
Phillips, Hager & North 投資
管理。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33 年，通過有機發展和策
略收購發展到今天。
RBC GAM 在香港的業務於過
去幾年迅速增長，現在已有二
十多名員工。
RBC 在中國有一家基金管理合
資企業，即成立於2008年的
民生加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RBC GAM 在亞洲有

24億美元
管理的資產14

杠杆金融
多元資產

10

名專業的投資人员
主要策略說明

▸	亞洲股票（亞洲非日本股票、日本
股票）
▸	此外，亞洲區部門還分銷 RBC GAM
全球系列產品的一整列策略
–	英國 GAM 管理的策略——新興市
場股票、全球股票、歐洲股票，
全球固定收益
–	加拿大和美國 GAM——例如全球
資源股票、美國中小型股票、美
國固定收益
–	BlueBay管理的策略——例如投資
級債券、杠杆金融（包括直接借
貸），可轉換債券、新興市場債
券，多資產信貸

重要事件
▸ BlueBay 在2016年7月2日慶祝成立15周年
▸ 倫敦（總部）、美國、日本、瑞士、德國及盧森堡
▸ 自2011年1月以來一直是 RBC 的全資子公司

能力
BlueBay 是一間總部設在歐洲的全球固定收益專業資產管
理公司。我們採取積極的管理風格，把資本保值視為營運
核心。
憑藉與客戶及各投資團隊的合作，我們在投資成效和產品
創新方面均擁有優良往績。

「客戶是我們業務的核心，我們積極
地尋求機會與客戶合作，以給他們提
供量身定制的方案，滿足他們的要
求。我們的投資重點是信貸週期中的
超額回報（阿尔法系数），並在過程
中著重資本保值。」
Erich Gerth
BlueBay 資產管理行政總裁

520億美元
資產管理規模（AUM）2

380+

名全球員工2

16种策略
涵蓋固定收益範疇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亞太區業務：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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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我們對社會的承諾

除了能幫助客戶取得成功，我們亦樂於透過對年輕人、體育活動和可持續發展方面
的努力，令我們生活和工作的社區變得更繁榮。

我們致力為公司所在的社群做出受尊重和正面的貢獻。

10年來，投放5億加元

RBC 指導悉尼 Holroyd High 學
校的學生
自2015年起，澳洲 RBC 一直與
Holroyd High 學校合作，幫助弱
勢學生實現教育目標。這些計畫
包括導師計劃、學生工作坊，以
及提供捐款。

致力幫助年青人為未來的工作做好準備
RBC Future Launch
RBC Future Launch 是 RBC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扶持
項目。此項為期十年，投入高達5億加元的項目，
旨在為年輕人提供機會，幫助他們獲得未來工作
領域所需的技能、工作經驗和就業網絡，以協助
其邁向成功之路。RBC 長期以來資助多個項目以
RBC 香港童心競賽
RBC 的員工、朋友和家屬為「BGCA 香港小童群益
會」募集了超過6萬多加元。2016年的童心競賽有
超過3,500人次參與，其中有500位RBC同仁響應此
項活動。

幫助兒童和青少年發揮所長，RBC Kids Pledge 便
是其中之一。2016年底，加拿大皇家銀行所實施
的 RBC Kids Pledge項目，提升了孩子和青少年的
福祉，成功比原定計劃提早兩年完成1億加元的資
助資金。

與長者郊遊——和新加坡 Lions
Befrienders Service Association
(LB) 合作
此項目旨在與長者建立友誼及
為他們提供照顧，幫助他們參
與當地的社區活動。LB 和45名
RBC 義工邀請了20位長者一同
遊覽新加坡河川生態園。

日本東京金融業慈善跑
FIT 是一項慈善跑步活動，過去
10年有100家公司参加。日本
RBC 通過 FIT 慈善跑向非牟利社
區組織，如托兒所、殘疾人士
協會和癌症護理院提供捐款。

RBC 澳洲童心競賽
自2013年起，澳洲童心競賽一直在悉尼的百年
紀念公園舉行。過去三年間，這項適合全家人
一同參與的活動吸引了超過2,500名的參與者，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為當地兒童機構募集了高
達33萬加元。
我們對改善環境所作的努力

我們了解對自身生活和工作所在的社區所帶來的影響，並一直專注於環境管
理和持續改進。

RBC 吉隆玻童心競賽
2016年，吉隆玻舉辦了第一場童心競賽，有1,500
多人參加了首次活動，其中800人來自RBC。該活
動吸引了超過60％的員工參與，是童心競賽系列中
員工參與率最高的活動。此項活動為馬來西亞麥當
勞叔叔慈善之家籌集了6萬多加元，給有特殊需要
和學習障礙的青少年興建了兩個感官室，為他們帶
來福利和學習機會。

2016和2017年，RBC 香港被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評為
「商界展關懷」機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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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扶助馬來西亞教育
RBC 每年捐贈15,000加元給馬來西亞獎學金計
劃，以改善鄉村或偏遠地區青年教育的不平等
現象。加拿大皇家銀行的義工於馬來西亞柔佛
州教育日響應此計劃。

RBC 藍水計畫
RBC 藍水計畫於2007年推出，
是一項為期十年的全球慈善計
畫，旨在提供5,000萬加元的捐
款來改善水質，為目前和未來提
供適合飲用、游泳和埀釣的水
質。RBC 已經在亞太區的幾個重
要地方參加了各種活動，以支持
這項計畫。

5,000萬加元

馬來西亞全球自然基金
RBC 承諾向世界自然基金捐贈
90,000加元，以支援 Nature
Malaysia 一項創新的社會生態
研究項目。這個三年的合作計
劃旨在提倡改善淡水生態系統
的管理，以及促進保護馬來西
亞巴生谷流域和城市河流。

修護馬來西亞刁曼島的珊瑚礁
2015年起，馬來西亞 RBC 和馬
來西亞珊瑚普查協會合作，每
年捐贈18,000加元及派遣40名
RBC 潛水員前往刁曼島，以保護
和修護脆弱的珊瑚礁生態系統並
清理海岸線。

WORKING
TOGETHER
TO SAFEGUARD
WATER SEVURITY
IN KLANG VALLEY

加拿大皇家銀行的亞太區業務：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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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與包容

聯絡方法

我們的業務以人為本。為了幫助客戶取得成功和達至社會繁榮，RBC 致力培育多元
文化及工作場所的包容理念，以促進社區的多元發展。

資本市場
香港			
固定收益貨幣及商品

Laurent Baumgartner

+852 2842 6666

香港 FICC 銷售及交易部主管

亞太區多元化委員會
全球股票掛鈎產品		
Philippe Banon
		
Mandy Kan

亞太區全球股票掛鈎產品銷售主管
亞太區全球股票掛鈎產品交易主管

全球投資銀行業務

Judith Lee

亞洲區全球投資銀行業務主管

全球信貸

Ying Ying

亞太區機構客戶關係和銷售管理總監

員工資源組
RBC Pride 支持我們的同性戀團體及其 RBC RWomen 是一個以員工主導
非同性戀的支持者，深入認識同性戀 的非正式網路，致力促進婦女的
的議題，使所有員工都能夠在 RBC 徹 發展和職業理想
底發揮所長

多元文化員工聯盟 (Multicultural
Employee Alliance) 促進並認可員
工、客戶和其他團體間不同的文
化觀點和背景

澳洲			

+61 2 9033 3000

全球投資銀行業務
Dominic Hudson
澳洲首席區域主管
		 亞太區全球投資銀行業務主管
重要事件
▸ 澳洲 RBC 與 Pride in Diversity,（一個全方位促進在 ▸ RBC 是一年一度香港同志遊行的主要贊助機構，
工作場所包容同性戀的非政府組織）合作，參與
該活動吸引了數千人支持同性戀人士
了2016和2017年的悉尼同性戀狂歡節

全球市場
Gavin Ezekowitz
亞太區全球市場銷售主管
		 澳洲區全球市場主管
企業銀行業務
Nicole Kidd
澳洲企業銀行主管
		 及亞太區機構客戶管理主管
全球研究

Su-Lin Ong

澳洲區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主管

▸ 為慶祝2017年3月的國際婦女節，香港 RBC 已經
連續三年參加 ASIFMA Women in Finance Asia的
「 Suits for Success」慈善項目，員工捐贈他們的
職業裝以支持香港當地的慈善事業

▸香
 港 RBC 為員工舉行了一個瞭解乳腺癌講座，提
高員工對預防乳腺癌的意識，並分享定期檢查和
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 澳洲的反種族歧視專員 Tim Soutphommasane 博
士於2016年9月加入與 RBC 一起討論工作場所的
文化多元議題：「領導變革：文化多元和包容的
領導藍圖」

▸ 2017年澳洲新南威爾士州代表 Deng Adut 分享了
他為支援弱勢兒童所做的工作。澳洲 RBC 与 Deng
Adut 和 John Mac Foundation 合作，以支持他們
2017年的導師計劃

日本			

▸ RBC 是粉紅日（旨在促進人們反思和行動的國際
日）的支持機構。國際上認可的，粉紅日定於四
月的第二個星期三。香港 RBC 很榮幸成為 Pink
Dot的的其中一間贊助機構，協助舉辦一個有趣、
充滿活力的狂歡節，來支持同性戀朋友、家人和
同事

▸為
 鼓勵婦女參與投資銀行業，RBC 與悉尼科技大
學商學院合作，每年為成績優異的女學生提供兩
項獎學金和3個月的實習安排

全球股票掛鈎產品
Toru Komori
日本區全球股票掛鈎產品銷售總監
		

多元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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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86 10 5839 9388

全球投資銀行業務
John Wang
董事總經理、
		中國區主管及行政總裁

固定收益貨幣
及商品

機構客戶管理

Minako Endo
Hidetoshi Hikawa

Hideki Matsumoto

+81 3 4577 7000

日本區主管及行政總裁		
固定收益貨幣和商品日本區主管

日本區機構客戶管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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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法（續）

參考

投資者及財資服務
香港

Andrew Gordon

董事總經理，全球客戶覆蓋

馬來西亞

Andy Allen

董事總經理，全球客戶覆蓋

+60 3 2782 3555

澳洲

David Travers

董事總經理，全球客戶覆蓋

+61 2 8262 5000

新加坡

Hong Paterson

總監，全球客戶覆蓋

+65 6230 1988

北京

Tina Qiu

總監，全球客戶覆蓋

+86 10 5839 9388

日本

Toshiaki Shima

總監，全球客戶覆蓋

+81 3 4577 7199

新加坡

Tho Gea Hong

東南亞區財富管理主管

+65 6230 1888

香港

Ignatius K K (Iggy) Chong

大中華區私人財富主管

+852 2848 1388

Joel Goh

香港區經紀及期貨主管

+852 2848 1388

+852 2978 5656

財富管理

全球資產管理			

+852 2848 1388

香港

Ken Tam

董事總經理、亞洲區主管

香港

Sharon Yang

執行董事、大中華區主管

Ken Yoshida

合夥人

+81 3 5777 1760

加拿大銀行業務
北京
Winson Li
業務開發主管、
		中國區個人銀行業務

+86 10 5839 9388

人壽保險
北京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截至2017年4月30日的12個月内
截至2017年4月30日
截至2016年10月31日的12個月内
截至2017年4月30日，根據公認會計原則，淨資產收益率並沒有統一標準，因此該數值不可與其他金
融機構公佈的資料作比較
該資料取自截至2017年5月31日的高級長期信用評級
世界經濟論壇、2016全球競爭性報告
湯姆森·路透截至2017年3月30日的第一季度費用、迪羅基公司在2010至2015日曆年度中完成的總交易
截至2017年2月28日
截至2017年2月包括全職分析員及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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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資產行政管理(AUA)&資產管理規模(AUM)，代表全球財富管理的期末現金餘額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包括 BlueBay 資產管理，不包括民生加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多頭是一種傳統的投資方案，旨在尋求優於市場指標的潛在資產類別
無限制是指沒有地域限制的投資方案，目標為提供類股票／類債券的高收益低風險產品
絕對回報會在任何條件下，追求獨立於市場條件的正收益
Women Banking and Finance 合作關係只針對澳洲區

免責聲明

BlueBay 資產管理		
東京

1.
2.
3.
4.

Amy Li

RBC 中國區保險首席代表

+86 10 5839 9388

加拿大皇家銀行，以下簡稱 RBC，所發佈冊子之資訊僅供參考之用。本冊子之發佈並不是且不構成或形成任何要約、建議、邀請
或招攬認購或締結任何交易之一部分；其不應構成或被視為邀請或允許對公眾提出要約認購或締結任何交易。本資訊是基於來
源具可靠性並在法律許可範圍內所取得之資訊或意見所作成。RBC 並未聲明或保證（明示或默示）該等資訊之準確性、完整性、
即時性或正確性。投資者應審慎地自行評估。在法律允許之範圍內，RBC 對於該冊子或其他進一步訊息所造成或涉及之任何種類
損失或損害，RBC 概不負任何責任。過去的任何表現、推測、預測或結果的模擬並不代表任何投資或證券未來或可能的表現。本
冊子無意散布給任何在其所屬管轄地或國家就本資訊之散布或使用可能違反法律或規則之個人或法律實體亦不供其使用。本冊
子之資料及版權屬加拿大皇家銀行所有。未經 RBC 事前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複印本冊子。
澳洲的 RBC 投資者及資產服務是通過 RBC 投資者服務信託基金（ARBN 116 809 824）及其分支機構營運。RBC 投資者服務信託
基金是一間根據加拿大法律成立的信託公司，其澳洲分公司位於 Level 47,2 Park Street,Sydney,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該
公司得到澳洲證券與投資委員會（ASIC）的許可和監督，澳洲金融服務許可證號碼為295018。如欲瞭解更多 ASIC 監管的相關資
訊，請與我們聯絡。
本冊子陳述的是澳洲資本市場的產品，並由加拿大皇家銀行悉尼分行發行（受澳洲證券與投資委員會及澳洲審慎監管機構監
管；AFSL 246521；ABN 86 076 940 880）。本冊子僅分發予符合2001年公司法所定義的批發客戶，不分發予零售客戶。
®加拿大皇家銀行註冊商標。授權使用。©版權所有2017。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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