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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輪揭示樹木的年齡，留
下歷史的痕跡。一棵樹的
年輪越多，其經歷越見豐
富。常於自然界中發現的
「黃金比例」，展現出絕
對的平衡與和諧。

年輪等自然象徵體現了 
光大新鴻基的悠久歷史、
品牌傳承和穩固根基。運
用黃金比例的設計象徵一
個完美的平衡，構成一個
融會優勢、產品選擇豐
富、金融方案周全及足跡
佈天下的光大新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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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新鴻基有限公司（「光大新鴻基」）服務環
球，提供傲視同業的金融方案。源於1969年恒生指
數面世的時代，光大新鴻基以財富管理及經紀、企
業融資及資本市場、資產管理、投資及結構融資四
大業務範疇，構建全面超卓的跨境平台，金融服務
連繫全球。

作為香港及上海兩地上市的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及中國光大集團（「光大集團」）的成員，並傳承
香港金融翹楚新鴻基有限公司逾50年的豐富金融
經驗，光大新鴻基是可堪信賴的金融夥伴。

我們的強大後盾 ─ 光大集團 ─ 發源於香港，成長於
內地，其業務橫跨金融與實業、海內與海外，實力
雄厚。作為《財富》全球500強的企業，光大集團 
是擁有一批龍頭企業、亮點品牌的全牌照大型金融
控股集團。光大新鴻基身為光大集團重要的海外金
融投資平台，憑藉一貫的國際視野及專業營運，躋
身於中國領先的環球財富管理公司之列。

傳承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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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中國光大證券國際有限公司（「光證
國際」，前稱「中國光大證券（國
際）有限公司」）於香港成立。

1969
馮景禧先生、郭得勝先生及李兆基先
生創立新鴻基公司。新鴻基証券有限
公司於1973年成立。

1996
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從馮氏
家族收購新鴻基証券有限公司。

「鴻財網」正式成立，為首批提供一站
式網上股票買賣服務的證券行之一。

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新鴻基
投資服務」）率先成為上海及深圳證
券交易所的首批包銷商和核准海外代
理人，並獲得兩家證券交易所B股交
易席位；期後更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批准成為外資股份經紀商及主
承銷商。

光證國際開展全面的企業融資及資
本市場業務。

正式採用「新鴻基金融集團」品牌，
以突顯其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的實
力；同期並成立財富管理業務，理財
服務更趨多元化。

1969 1990 2000

光大新鴻基：成就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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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證國際業務發展迅速，是首批獲得
RQFII業務資格的金融機構之一；同
時業務線擴展至機構銷售、資產管理
和投資移民。於2017年，與南南合作
金融中心及東英金融合作設立「一帶
一路」基金。

「光大新鴻基尊尚資本管理」（前稱
「新鴻基尊尚資本管理」）成立，為
高資產值客戶提供個人化的財富管理
服務；引入Macquarie FX Investments 
Pty Limited，以加強外匯業務的發展。

2010 今天

2011
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證
券」）透過持有光證國際51％股權，
成為香港持牌證券經紀商，開展其跨
境業務。

2015
光大證券收購新鴻基金融70%股權，
向業務國際化跨進一大步。

2016
光證國際成為光大證券全資附屬公司。

2017
光證國際與新鴻基金融進行整合， 
公司更名為「光大新鴻基有限公司」，
並以「光大新鴻基」品牌推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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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新鴻基根植於光證國際和新鴻基金融的斐然成就。配合獨到的地方觸覺、豐富
的金融經驗、優秀的環球執行力，以及對中國市場的精闢見解，構建出只此一家、
極具優勢的金融平台，服務客戶。

貫徹以客為先的理念，我們以靈活的金融方案，滿足個人及機構客戶的各種財富管
理及資本需要。光大新鴻基的實力、經驗、專業知識和敬業精神，是我們傳承優良
品牌歷史的憑證，並推動我們邁向成功的新紀元，延續這驕傲的傳統。

客戶的最佳利益一直推動我們向前。繼往開來，我們不斷在產品及服務上創新，增
強科技實力，致力於帶領客戶保持核心競爭力。我們努力不懈為零售、企業和機構
客戶提供量身訂造的財富管理及融資方案，確保客戶的各項需要均得到妥善照顧。

融會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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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對各資產類別的透徹認識，及深厚而長遠的客戶關係，我們為每位客戶構思切
合客戶所需的金融方案，致力滿足客戶不斷變化的財富管理、投資和資本需要。我
們多元化的產品平台及領導同業的金融服務，涵蓋財富管理及經紀、企業融資及資
本市場、資產管理、投資及結構融資，是投資者的理想金融夥伴。

覆蓋  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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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管理及經紀

我們在產品種類方面一直領導市場。全面的產品選擇及客觀的市場分析，
助客戶抓緊投資機遇，坐擁獨特優勢。

不限股票  多元投資  目標為本的理財方案

 全方位產品平台

光大新鴻基傲視市場的投資平台涵蓋傳統和非傳統投資產品，滿足不同客戶層在投
資、財富管理和保障方面的不同需要，其產品覆蓋面之廣和個別種類產品數量之
多均為市場罕見。我們提供超過60家國際基金公司近1,000隻互惠基金、超過15家
保險公司的各類保險產品，債券超過500隻；亦提供結構性產品、外匯、期貨及期
權、認股證、商品和股票產品，產品囊括客戶所需。

我們亦以一系列的產品選擇，因應客戶的理財目標，為客戶量身訂造合適的理財方案，
致力為客戶創造財富。我們相信，只有多元化的產品平台，才能為個人和企業客戶提供
最客觀的財富管理建議，勾劃適合客戶的投資藍圖，助客戶實現人生及財務目標。

保障投資及財富管理服務

其他服務

 互惠基金
 結構性產品
 債券
 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港股
 美股
 海外股票
 B股
 滬港通
 深港通
 新股認購
 香港期貨及期權

 環球期貨
 股票期權
 認股證
 貴金屬
 槓桿式外匯
 證券孖展服務（收益
增值）
 全權委託投資組合管
理服務
 資富理財帳戶

 人壽保險
 醫療及意外保險

 一般責任保險
 僱員福利保險

 環球匯款  強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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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化專業諮詢

我們的專家投資顧問團隊均持有相關牌照，並擁有廣博的金融知識、嚴謹的專業操
守及豐富的實務經驗，為客戶提供專業和個人化的建議。不論是機構或零售客戶，
我們均秉持誠信和專業的態度，管理客戶的投資。

投資顧問會按照客戶的理財優次及策略，勾劃針對客戶投資目標的產品選擇和資產
配置藍圖，以切合客戶無論是專業投資組合管理、策略性的投資機會或全面財富管
理服務的需要。在股票評論、宏觀經濟分析、經濟預測、中港證券、匯市及黃金市
場方面，我們均有備受業界推崇的實力，有助客戶掌握先機。

 客戶自主投資途徑

我們深明只有多渠道的投資平台，方能切合每位客戶獨特而不同的喜好。客戶可透過
我們的客戶經理、網上交易平台、電話專人投資服務及區內的分行、財富管理中心及
代表辦事處，了解光大新鴻基的投資、保險及退休方案。我們的手機交易應用程式
「EBSHK eMO!」為慣常使用流動設備的客戶，隨時隨地提供投資服務和資訊。

*  業務主要透過中國光大外匯、期貨（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金業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光大財富管理有限公司、新鴻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新鴻基科網（証券）有限公司、新鴻基金業有限公司、新鴻基期貨有限公司、新鴻基外匯
有限公司、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新鴻基保險代理有限公司、新鴻基保險顧問有限 
公司及新鴻基優越理財有限公司營運。



8

我們為香港、國內及亞太地區的公司提供上市前重組、上市執行和上市後合規顧問
服務。企業融資團隊多年來一直通過在多個上市項目擔任不同的崗位，積累了與港
交所和證監會等監管機構合作的豐富經驗：

 上市前重組的財務顧問
 上市保薦人
 上市後合規顧問

 企業融資

我們提供併購、撤資、收購及私有化和集資方面的財務顧問服務。

憑藉我們的品牌優勢、龐大完善的國內以及環球網絡、全面的服務種類和跨境市場
經驗，為客戶量身定制最合適的建議及解決方案。

 企業財務顧問

企業融資及資本市場

光大新鴻基致力成為信譽昭著的財務顧問，協助機構客戶處理獨特而複雜
的資本市場項目。憑藉我們紮根香港的豐富經驗，母公司光大證券的強大
支持，再加上迅速增長的海外分銷平台，光大新鴻基盡享本地市場專業知
識及強大中華網絡的優勢。

我們為企業和機構客戶提供全方位的企業融資及資本市場服務。透過顧問
服務、集資及具啟發性的研究分析，為客戶提供最頂尖的財務建議、項目
執行及金融方案。

香港經驗  中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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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擬向策略性或機構投資者進行股份配售的客戶，我們精闢獨到的市場資訊和執
行力，能全面照顧融資項目的每個細節。

作為領先的企業融資顧問，我們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及處理上市公司
事務之企業客戶，提供各種融資方案。各種債務融資工具，包括有期貸款、可換股
債券、債務及期權等，一應俱全。

 股本融資

我們的機構銷售團隊專注於亞洲及香港市場為重點的銷售、交易和研究服務。透過
香港和倫敦的辦事處，為環球客戶提供全球股票交易服務，我們的交易團隊致力提
供最佳的交易執行，以及切合客戶目標、量身定造的增值交易服務。

透過集團附屬公司新鴻基金融（英國）有限公司，我們為歐洲、亞洲及美國等地的
頂尖環球機構投資者提供研究及專門股票執行交易服務。新鴻基金融（英國）有限
公司前身為北方藍橡有限公司（「北方藍橡」），於2003年成立，是倫敦證券交
易所成員。

 機構銷售業務

機構客戶研究團隊竭力為客戶提供精闢的投資建議，啟發他們作出明智的投資決
策。我們致力構建一個配合整體資本市場策略的研究分銷平台。

 機構客戶研究

*  業務主要透過中國光大融資有限公司、中國光大資料研究有限公司、新鴻基國際有限公司
及新鴻基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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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作為主動的資產管理經理，我們憑藉於環球公募及私募市場的知識及經
驗，為個人及機構客戶制定卓越的多元資產管理方案。

龐大跨境投資機遇

光大新鴻基提供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基金、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QFII」）產品，以及跨境併購基金，擴闊投資者於相關市場的選擇及聯
繫，藉此滿足市場對跨境投資機會的需求。通過與境內母公司業務的密切聯動，致
力向客戶提供良好的跨境一體化金融服務。

 跨境產品

針對亞太區特別是大中華地區市場，我們的公募基金平台提供一系列的單位信託基
金，涵蓋多種不同的資產類別，為公眾及機構投資者提供平衡及多元化的組合。

 互惠基金

為高資產淨值及專業投資者而設私募基金，利用分級債券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動
態配置基金、對沖基金及結構性票據等產品創造專屬的投資機會，無懼市場變化。

 私募基金

秉承以客為先的宗旨，我們致力服務金融機構、商業機構、高淨值人士、投資移民
等不同類型的客戶，重視每一位客戶的獨特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獨一無二的中長
期專戶理財方案。

 專戶理財

*  業務主要透過中國光大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及新鴻基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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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及結構融資

投資及結構融資業務緊貼市場趨勢，以我們對境內外金融市場形勢、跨境政
策、金融監管環境、不同行業的發展潛力的分析，並以成熟穩健的投資流程
為基礎，投資於不同的業務及項目，並為客戶設計結構性融資方案。

融會市場

 直接投資

在直接投資方面，我們專注於股本投資。透過投資於不同的可持續業務及項目，不
斷優化企業資本，包括首次公開招股前投資、併購融資、首次公開招股錨定投資、
二次配售及私人投資公開股票等。

*  業務主要透過中國光大證券國際直接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光大證券國際結構融資有限 
公司、光大新鴻基結構融資方案有限公司及Sun Hung Kai International Commodities Limited 
營運。

我們根據私人或上市公司及個人客戶的不同資金需求，設計結構性融資解決方案，
包括過渡性貸款、併購貸款、股份私有化貸款、按揭融資及項目融資、混合型融資
工具等，滿足客戶不同發展階段的資金需求。

 結構性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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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證券公司」、「財富管理
平台」、「數碼創新」卓越大獎；
「企業融資」傑出大獎*

兩度獲選《財資》雜誌財資亞洲
獎項 ─ 香港最佳經紀商 (2012, 2018)

第九度獲選《星島日報》星鑽服務 
大獎 ─ 最佳「證券公司」服務大獎 
(2007-2008, 2011-2018)

 第五度獲頒新城財經台香港企業領袖
品牌 ─ 卓越證券商品牌 (2014-2019)

 香港最佳經紀商

 《亞洲金融》國家成就獎 (2007-2010, 2012)
 香港最佳證券商
 《亞洲金融》國家成就獎 (2009)
 財富管理顧問年度大獎
 《指標》香港年度財富管理大獎 (2017)
 最佳IPO項目保薦人大獎
 《中國融資》2016中國融資上市公司大獎 (2016)
 傑出證券商
 《資本雜誌》資本傑出企業成就獎 (2011-2018)
 新增人民幣貨幣期貨活躍經紀商大獎
香港交易所 (2016)
 傑出網上證券交易平台
新城廣播有限公司香港傑出數碼品牌大獎 (2017)
 最佳香港交易獎及區域性資本市場獎 — 最佳首次公開發行獎
 《全球資本》/《亞洲貨幣》 (2015)
 15年 Plus 商界展關懷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02-2019)
 人才企業
僱員再培訓局 (2016-2020)
 積金好僱主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2014-2018)

*  此獎項由中國光大證券國際有限公司獲得。

專業認同
光大新鴻基多年來屢獲殊榮，備受業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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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新鴻基以人為本。我們重視環境保育、社區發展、健康福祉，致力攜手締造理
想的生活及工作環境；知人善任，讓業務持續發展。因此，我們視培育下一代金融
專才為己任，投放資源招募、培訓和發展人才。

過去50年的發展讓我們一日千里，但我們的核心價值始終如一：共享、卓越、誠
信、創新、謹慎及專業；堅守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的角色，致力服務社群，並培
訓年輕人才客戶服務和專業之道。

作為業界先導者，我們運用我們的專長和創新精神，以回饋孕育我們發展至今的社
會。積極推動公益活動，專注於金融教育、醫療、體育和環境等範疇，致力回饋社
會的努力和決心得到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肯定，多年來一直獲頒「15年 Plus 商界展
關懷」殊榮。

共建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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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為中國金融業中流砥柱，又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光大新鴻基為投資者創造
投資機遇，開拓資本管理的新天地，締造無限可能。

嚴守專業操守，竭誠為客服務，利用環球優勢提供多元服務，結合雄厚的資本
實力，及對國內和香港市場的敏銳觸角和洞悉力，就是，光大新鴻基。

光耀大業  新基躍現



香港
中國香港銅鑼灣希慎道33號 
利園一期28樓
電話：+852 3920 2888
傳真：+852 3920 2789

北京
中國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1號 
東方廣場東方經貿城 
東一辦公樓17層4-5室
電話：+86 10 8518 5685

上海
中國上海市靜安區新閘路1508號913室
郵政編碼：200040
電話：+86 21 6327 6566
傳真：+86 21 6327 6867

深圳
中國深圳市福田區深南大道6011號
NEO大廈A棟17樓1721單元
郵政編碼：518053
電話：+86 755 8302 3726/
 +86 755 8282 5640

澳門
中國澳門南灣湖景大馬路810號 
財神商業中心17樓B
電話：+853 2878 1212
傳真：+853 2878 0178/
 +853 2878 0186

www.ebshk.com
public.relations@eb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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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HK_brochure_TC_l_201901 with 50th logo_p1
	EBSHK_brochure_TC_l_201901 with 50th logo_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