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银证券
中国首家外商投资的全牌照证券公司
瑞银集团持有51%股权

何迪

钱于军

2006年12月11日，瑞银证券在对原北京证券进行重组的基础上正式注册成立。
2018年12月，瑞银集团增持瑞银证券股权至51%，
为中国首家外资金融机构通过增
持股权而实现控股合资证券公司。在瑞银集团的支持和全体员工的携手奋进下，瑞
银证券作为中国首家外商直接投资的全牌照证券公司，秉承“以客户为中心、追求卓
越及可持续业绩”的价值理念，保持国际经验与本土专长兼具的自身优势，始终走在
行业的前列。
瑞银证券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我们也要感谢客户、股东、合
作伙伴、政府及监管机构等各方对瑞银证券的长期支持。你们的期望和帮助是瑞
银证券不断前行的动力。
放眼未来，我们将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抓住中国财富创造、
市场改革以及全球化进
程所带来的机遇，
为客户带来国际一流的服务与实践，
为行业的前行建言献策，携
手各方为中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何迪
瑞银证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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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于军
瑞银证券总经理

里程碑
2018年12月
瑞银集团增持瑞银证券股权至51%，
为中国首家通过增持股权以实现控股
合资证券公司的外资金融机构
2017年6月
瑞银期货成为上海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会员，推出中国期货国际
化产品经纪服务
2016年12月
成立十周年
2016年10月
扩展深圳的投资银行总部业务，
将深圳
营业部升级为分公司
2016年9月
获选上海证券交易所政策咨询委员会成
员, 为唯一当选的外资入股的证券公司
2016年4月
增持瑞银期货的股权至100%;
瑞银期货推出金融期货经纪服务

2014年7月
收购上海普民期货有限公
司95.42% 股权，后更名为
瑞银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月
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评为
“优秀会员”
“业务创新优秀
、
会员”
及
“交易合规管理优秀会员
瑞银集团收购国际金融公司持有的
4.99%股权，将其对瑞银证券的持股比
例增加至24.99%

2013 – 2015
连续三年获中国证监会券商分类评
价“A 级”评级
2010年9月
上海两家分公司设立
2010年8月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先生在走访北
京金融街时视察了瑞银证券
2007年5月
正式开始运营，于北京、上
海、广州和深圳设立营业部
2006年12月
在中国正式注册成立
2006年6月
获得将北京证券重组为瑞银证券
的正式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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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及实力

关于我们
瑞银证券是中国首家外商投资的全牌照证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瑞银证券于2006年12月正式成立，是在对原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组的基础上新设立的证券公司。2018年12月，瑞银集团增持
瑞银证券股权至51%，
为中国首家通过增持股权以实现控股合资证券公司的外资金融机构。公司其他股东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33%)、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14.01%)，以及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1.99%)。

独特之处
– 由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瑞银集团控股，借助其全球业务网
络，根植中国本土金融市场，兼具国际经验与本土资源，是国
内首家管理模式与国际接轨的证券公司
– 拥有全牌照、业务一体化优势，在跨境业务领域尤为突出，为
中国富裕人群、企业和机构客户提供综合性、多元化的专业金
融服务
– 旗下100%控股的瑞银期货可面向客户提供金融期货经纪服
务，为瑞银证券国内外客户提供覆盖现金股票和衍生品最全
面的产品和服务
– 始终坚持创新，
引入国际市场的产品与服务，进行本土化创
新，
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 竞争力体现在兼具海外视野与本土经验的金 融人才
– 以严谨和先进的风险管理引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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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银集团
瑞银集团致力为遍布全球的富裕人士、机构和公司客户以及
瑞士的私人客户提供金融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瑞银的战略
以全球领先的财富管理业务及位于瑞士的卓越全能银行业
务为核心，协同发展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业务。瑞银专注的
业务均在其目标市场拥有强有力的竞争地位，具有资本效
率及提供有吸引力的长期结构性增长和盈利前景。
瑞银的业务遍及全球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在52个国家设
有分支机构，所雇员工在美洲约占34%,瑞 士占34%, 欧
洲、中东及非洲地区占18%，以及亚太区占14%。瑞银集团
在全球约有 61,000 名员工。公司在瑞士证券交易所及纽
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产品与服务
瑞银证券拥有以下主要业务，
并拥有瑞银期货100%的权益。

投资银行
瑞银证券投资银行总部传承瑞银环球金融经营理念，根植中
国金融市场，集国际经验与本土资源于一身，凭借雄厚的专业
实力为中国企业和机构客户提供综合性、多元化的专业金融服
务。瑞银证券投资银行总部主导国内大型央企“A+H”发行，
并多次执行国内大型的央企回归项目，同时积极向监管部门提
供有关资本市场各项相关政策研究与制定的反馈意见。瑞银证
券投资银行总部始终走在国内投行业务和创新的前列。
证券
作为国内市场顶尖的国际证券平台, 瑞银证券证券部提供销
售，
交易，融资到衍生品交易的服务。我们的团队拥有丰富的国
际 经验和专业的跨境服务能力，在监管框架下与研究部、投资
银行总部、固定收益部及财富管理部密切合作，为客户提供无
缝覆盖的全套产品及服务。瑞银集团于2003年成为首家获得
QFII资格的金融机构，至今一直拥有最大额度。我们是主要的市
场流动性提供商，积极参与完成多笔大宗交易，包括参与完成
跨境交易的协调工作。我们一直以来大量投资交易平台的建
设，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交易执行服务，包括算法交易。
资产管理
瑞银证券持有资产管理牌照，
可开展集合资产管理、定向资产管
理及投资顾问业务，
为机构客户提供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服务。

财富管理
瑞银证券财富管理的高净值客户和超高净值客户可获得全方
位的顾问服务和投资解决方案, 包括来自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
的方案, 能够满足个人、家庭及企业的需求。凭借独特的优势，我
们与客户分享见解，帮助客户作出投资决策，把握市场机会。我
们 拥有的经验、规模和资源使我们有能力帮助客户实现他们
的财务目标。
固定收益
瑞银证券固定收益部致力于成为中国固定收益市场上具有跨
境业务优势的行业领跑者。在中国债券市场逐步对外开放的
环境下，
瑞银证券固定收益部借助瑞银集团的全球网络，
专注
于为机构客户提供准确的执行、
创新的理念和高品质的服
务。我们深谙中国固定收益市场，拥有丰富的经验以及卓越
的执行、分销和风险管理能力。固定收益团队通过以客户为中
心及轻资本经营模式，为客户提供市场领先的服务和建议。
研究
瑞银证券研究部借助一流行业分析师和市场领先的宏观和量
化产品，通过对关键问题的解答以及差异化的独立研究，
帮助
国内外客户做出关键投资决策。我们凭借丰富的本地经验和
全球专长，
实现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最全面的研究覆盖。
瑞银期货
瑞银期货在中国面向国内机构投资者提供所有场内期货产品
的交易结算经纪服务，向海外机构投资者提供国际化期货产
品
（如原油期货和铁矿石期货）的交易结算经纪服务。
公司位
于上海，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结算会员、三大商品交易所
会员以及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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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自2007年至2018年12月，瑞银证券成功完成了89个股票及股票挂钩产
品项目。瑞银证券一直保持着100%的过会率，充分体现了瑞银的项目执
行能力。瑞银证券所完成的股票及股票挂钩产品项目的交易金额遥
遥领先于其他任何一家合资证券公司。”

标志性项目

比亚迪 2007 – 至今

工商银行 2010 – 2018

	
• 瑞银证券和瑞银集团自2007年以来为比亚迪执行共13个主
要融资项目，包括比亚迪电子上市、比亚迪A股IPO、境内外
债券及境内外再融资，融资总额累计超过400亿元人民币。
• 	伴随比亚迪共同经历了市值从约人民币200亿元到超过
1,400亿元的成长过程，并相继为其引入了巴菲特与韩国三
星等国际知名战略投资者。

瑞银证券与瑞银集团为工商银行完成13
• 2010至2018年间，
	
次融资项目，包括 2010年A+H股配股、2014年三币种境外
优先股发行和2015年境内优先股发行，融资规模合计约人
民币1,560亿元。
• 	其中，三币种（美元+欧元+人民币）境外优先股是亚洲第一
宗多币种银行资本 债券发行，而境内优先股项目则是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境内单次优先股发行。

中国中铁 2007 – 2017
中国中车 2012 – 2018
• 2007年瑞银证券和瑞银集团合作协助中国中铁完成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是中国资本市场首例先A股后H股的IPO发行
项目，融资总额为59亿美元。
• 瑞银证券协助中铁完成2015年人民币120亿元A股非公开发
行，2016年人民币41.7 亿元公司债的发行，2016年协助中铁
二局完成人民币117亿元的重大资产置换, 2017年完成中铁
二局人民币60亿元A股非公开发行。
国家能源集团
/国电集团
2009 – 至今
•自
 2009 – 2019年，瑞银证券先后为国家能源集团/国电集团
及其下属国电电力、
龙源电力、国电科环和国电资本控股完
成18单资本市场融资项目，融资总额逾人民币600亿元，其
中包括国电集团公司债、国电电力非公开发行、国电电力可
转债发行、国电电力公开增发、
龙源电力公司债、国电资本公
司债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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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瑞银证券作为财务顾问协助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完
成合并，合并后公司总市值高达260亿美元，成为央企改革
的里程碑式项目，并创造了全球最大的铁路机车车辆企
业。本次交易也是历史 上首例2家A和H上市公司完成合
并，极具市场开拓性和创造性。
• 瑞银证券及瑞银集团自2012-2018年为中国中车执行13个交
易项目，累计融资金额约600亿元。包括新中车成立后2017
年人民币120亿非公开发行，
及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历史上大
部分的重大资本交易，
如中国南车2012年人民币87.55亿元A
股非公开发行、2013年人民币50亿元公司债券发行，以及中
国北车2012年人民币71亿元配股、2014年与瑞银集团合作
完成90亿港币H股IPO项目等。

中国南方航空 2010 – 2018
• 2018年瑞银证券成功助力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人
民币95亿元A股非公开发行；
与此同时，瑞银集团作为独家
财务顾问，助力南方航空完成了36亿港元H股增发。
• 瑞银证券及瑞银集团于2010 – 2017年分别助力南方航空完
成了A股非公开发行及H股配售引入战略投资者美国航空。

奖项
资本市场分析师成就奖-最佳全球证
券研究机构
(2016 – 2018, 机构投资者)
2017亚洲金融成就奖-最佳并购项目
2018亚洲金融中国大奖-最佳跨境并购项目
(2017, 2018, 亚洲金融)
最佳IPO项目
最佳海外并购项目
最佳再融资项目
最佳可转债项目
(2016 – 2019, 新财富)
最佳中资海外并购投资活动收购方
咨询顾问奖
(2018, 财新)
中国最佳外资投资银行奖
(2013, 2015, 2016, 亚洲金融)
中化集团 2013 – 2018
	
• 瑞银证券为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多项公司债及可续期公
司债发行，融资金额达人民币190亿元。

圆通速递 2016 – 2018
•	2016年瑞银证券作为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成功助力圆通
速递借壳上市。
•	2018年瑞银证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成功助力圆通速递人
民币36.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中信建投 2016 – 2018
•	2018年瑞银证券作为保荐机构成功助力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募集资金总额达人民
币21.68亿元。这是继2016年瑞银助力中信建投实现H股上市
后，再次为中信建投提供资本市场服务。

招商银行 2008 – 2018
• 	2008 – 2018年，瑞银证券及瑞银集团为招商银行完成多单
二级债、优先股等项目。
• 	瑞银证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于2016年助力招商银行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融资人民币275亿元；于2018年助力其完成
人民币200亿元二级债发行。

最佳外资私人银行
(2011 – 2013, 2016,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最佳并购投行
(2015, 欧洲货币)
(2012, 2013, 证券时报)
(2009, 21世纪经济报道)
最佳海外市场研究机构
(2013, 2014, 第一财经)
中国最佳私人银行
(2014, 欧洲货币)
(2012, 亚洲货币)
中国最佳投资银行奖
(2013, 欧洲货币)
(2013, 财资杂志)
中国最佳股票经纪商
(2013, 财资杂志)
(2012, 欧洲货币)
年度最佳合资券商
(2012, IFR Asia)
中国最佳债券商
(2011, 欧洲货币)
最佳财富管理服务奖
(2011, 罗博报告)
最佳合资投行奖
(2008 – 2011, 证券时报)
最佳创新投行奖
(2009, 证券时报)
最具潜力投行
(2008,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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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与社区
瑞银一贯重视所在社区的健康繁荣发展。我们不仅致力于中国本
地金融市场与经济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还长期投资于教育及
创业项目，通过针对性的资金支持和员工志愿服务为中国社区带
来积极影响。
承继瑞银在全球各地广泛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的悠久历史，瑞银证
券深入参与到瑞银集团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长期合作中，
不仅推
动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艺术文化活动，也促进
了中国本地文化事业的交流与发展。
此外，瑞银先后与多家公益组织展开合作，包括中国扶贫基金
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深圳市
途梦教育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牵手上海、国际特奥会、
中国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救助儿
童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等；合作涉及“国家级贫困县彝族社区
儿童学前教育项目”
“
、善行者公益徒步活动”
“
、真爱梦想梦想中
心”
“
、途梦梦享家”
、
“扶贫助残就业培训”
“
、未来属于孩子
- 以音乐
教育呵护残障儿童”
“
、共建绿色社区”等多个公益项目。
在过去的多次重大自然灾害中，公司与员工个人不仅慷慨解囊，
还积极投身到灾后重建项目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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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不涉及任何特定读者的具体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特别投资需求，而仅作资讯之用。关于本文件中所含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瑞银不作任何明示或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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