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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及愿景
诚信   专业   团队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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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 strong bridge for Sino-Australia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 Capital Solutions 



目录
CONTENTS

主 席 致 辞
Chairman’s Address

集 团 简 介
Group Profile

集 团 架 构
Corporate Structure

宝 泽 徽 标
AIMS Logo

社 会 责 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里 程 碑
Milestones

核 心 业 务
Key Businesses

02
03
04
05
06
07
08



George Wang 王人庆
AIMS 宝泽金融集团

主席兼总裁

宝泽金融集团成立于1991年，以房地产信贷、资产证券化

为发端，经二十余年的稳步发展，目前已成为澳大利亚多

元化的金融服务投资集团，业务呈综合化、多元化及国际

化布局。

宝泽一直坚守“在严格的风险控制下，追求业务创新、创造

持续稳定回报”稳健经营的思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我

们成功避开了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并于危机

中成功实现逆势扩张。2008-2009年间，我们战略性入股

了澳大利亚APX亚太证券交易所，即现在的SSX悉尼证券交

易所和收购了MacarthurCook房地产基金管理集团（现已

更名为AIMS宝泽基金管理集团），这两项成功的收购加速

了宝泽多元的金融业务布局，打通了资本市场上、下游产业

链。2015年6月，宝泽并购澳洲和新西兰最大的独立股票经

纪商BBY，BBY有着28年历史，曾经是澳洲和新西兰最大的

独立股票经纪商，宝泽并购BBY的举措吸引了澳洲主流媒体

的广泛关注。宝泽收购BBY之后，旗下的证券交易业务更名

为APP Securities，并采取稳健规范的运营策略，致力于成

为为客户提供最佳资本市场和投资解决方案的澳洲股票经纪

商。

中澳两国在经济、金融、贸易、产业等方面均存在较强的优

势互补性，这为两国间的投资、融资、资本并购提供了丰

富的机会。1998年初起，我们将“立足澳大利亚，放眼中

国，构建澳中金融与投资的桥梁”作为集团的战略定位列入

了宝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这一定位得到了澳中两国政府的

高度认可。在澳洲，历届政府、各政党都给予了宝泽充分的

肯定和业务拓展上的大力支持；在中国，宝泽被列入国家发

改委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的重点推荐单位。

我们将充分利用宝泽在两国间的商业、政府、人脉资源，

借助我们在资本市场上的优良信誉、资金运作能力及融贯

东西方文化的专业团队，向客户提供全面、专业、创新的

金融服务。

天道酬勤。宝泽金融集团愿与亚太区、尤其中国的各界精

英共谋发展，共享机遇，共创中澳辉煌未来！

主席致辞
Chairman’s Address

George Wang 王人庆

主席兼总裁

2016 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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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泽金融集团（AIMS Financial Group）始建于1991年，是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及投资集团，业务范围包括房屋抵押贷

款、资产证券化、投资银行、基金管理、房地产投资、高科技投资。

自1999年起，宝泽（AIMS）从资本市场融资约40亿澳元。宝泽（AIMS）共发行了约30亿澳元的住宅按揭抵押证券

（RMBS），其中绝大多数被国际信用评估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菲奇（Fitch Ratings）评为AAA级。

自1997年起，宝泽（AIMS）发行了超过80亿澳元的优质房屋贷款。 

宝泽（AIMS）积极地为澳洲资本市场引入了众多国际投资者，时至今日，宝泽（AIMS）已经从海外投资者吸引了超过10

亿澳元的投资。

宝泽（AIMS）是旗下的数支基金的投资管理人，截至2015年7月, 宝泽管理的基金规模近20亿澳元。

宝泽（AIMS）的总部位于澳洲悉尼，业务分布澳洲的其他主要城市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宝泽（AIMS）高度专业、经

验丰厚并且精通澳中文化的团队使宝泽（AIMS）能在澳洲和中国之间构筑鸿桥坦途，使澳中两国间金融投资领域的往来

畅通无阻。

在国际金融风暴中，宝泽（AIMS）逆势而上，在许多金融巨擘遭遇困难时实现了成功扩张。2008年10月，宝泽

（AIMS）战略投资APX亚太证券交易所，即现在的SSX悉尼证券交易所。2009年4月，宝泽（AIMS）成为在澳洲证券

交易所（ASX）上市的国际地产基金管理集团——MacarthurCook Group的最大股东（持股15.8%）。2009年8月，

宝泽（AIMS）增持MacarthurCook的股份达54%，2009年11月，宝泽（AIMS）持有MacarthurCook Limited 100%

的股份, 之后AIMS将MacarthurCook从澳洲证券交易所退市。现在MacarthurCook Group已更名为AIMS Funds 

Management Group。

2015年6月，AIMS宝泽收购澳纽地区最大独立券商BBY，BBY曾经是澳洲和新西兰最大的独立股票经纪商， 2 0 1 3 年 东

科尔斯（East Coles）独立投资银行调查中，BBY荣获最佳投资公司、最佳证券资本市场公司和最佳证券研究三桂冠。

AIMS宝泽收购BBY之后，将旗下的证券交易业务更名为APP Securities，基于稳健规范的运营策略，APP Securities致力

于成为为客户提供最佳资本市场和投资解决方案的澳洲股票经纪商。

宝汇大地 泽润人间

集团简介
Group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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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泽金融集团
AIMS FINANCIAL GROUP

SSX悉尼证券交易所
Sydney Stock Exchange
 公司上市
 证券交易
 金融数据

澳洲信贷
AIMS Home Loans
 住房信贷  
 商业贷款
 金融租赁

AIMS AMP Capital REITs
 房地产基金管理
 地产项目开发
 金融地产融资
 房产投资

AIMS FUNDS GROUP
A Member of AIMS Financial Group

AIMS Funds Group
 地产基金
 投资基金
 信贷基金

宝泽资产证券化
AIMS  Securitisation 

 资产证券化

宝泽资本
AIMS Capital
 SSX IPO
 私募股权融资
 项目直接融资
 基金直接融资

宝泽资本证券
AIMS Capital Securities

 股票交易
APP Securities

集团架构
Corporate Structure

宝泽金融集团部分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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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泽徽标
AIMS Logo

宝泽AIMS徽标取自古币"通宝"样式，其形孔方兼致。外圆内方所表达的企业智慧，既代表经邦纬世的圆融哲学(“外圆”)，亦

执着于职业的殿堂修为（“内方”）。练达与内省齐抓，人情与原则并重。宝泽AIMS的整体徽标图案还融合传统的易经卦象元

素，体现“阴阳和谐、乾坤安泰”之意。

宝泽AIMS徽标通常为金色（明黄色）和紫色搭配，代表祥和、富贵、高雅、纯净、坚韧与自信。

宝泽AIMS徽标体现了宝泽人对东方文化、东方市场的提炼，并与我们的战略定位“构建澳中投融资桥梁”相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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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宝泽为“宝汇大地，泽润人间”的缩写，体现了宝泽人的奋斗目标和社会

责任感。

“宝”代表着财富与希望。“宝汇大地”表达了“宝”的灵性与思想，而

尊重财富、赋予其勃然生机则是我们的职责。宝泽AIMS致力于通过专业

的财富管理，做大财富、使之为“不竭之池”，从而帮助投资者实现资产

增值、创造美好未来和希望。“泽润人间”则强调了宝泽AIMS回馈社会

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宝泽AIMS的价值观并非停留在文字层面，从每年出资领养无家可归的孤

儿，到对悉尼华人春节嘉年华活动的全力赞助，以及与BHP, Macquarie 

Bank, Telstra, Qantas一起作为主要赞助商，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会澳洲

运动队。无论是东南亚海啸，还是中国四川及海地的地震，宝泽AIMS均

在第一时间施以援手。

社会责任与社会贡献是宝泽金融集团的核心价值。我们相信，对社会与

环境负责，是一个企业最基本的价值观，它对我们的客户、业务与团队

的持续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宝泽金融集团参与了一系列彰显社会责任与

保护环境的活动，2014年年初，AIMS宝泽金融集团参加了悉尼Taronga

塔朗加动物园的保护野生犀牛倡议，支持保护野生犀牛、减少盗猎活动，

2014年12月，宝泽AIMS参加并赞助了11月21日晚在悉尼塔朗加动物园

举行的Tigher Zoofari募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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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当时的澳洲总理陆克文( 左二)及澳洲贸易部长
Simon Crean（右二）见证了AIMS宝泽与北大未名生物集团的合作签约仪式。

 1991年，成立于澳大利亚悉尼。

 1994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非银行房屋贷款机构之一。

 1999年，充分把握和利用了澳洲金融政策改革对非银行业赋予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获得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 
 颁发的按揭债券发行资格。同年发行2.07亿澳币按揭债券，绝大多数债券被标准普尔及Fitch评为AAA级。

 2005年-2006年，凭借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及对业务的透彻理解，在金融危机初露苗头前，就已收缩贷款条件、提高贷款  
 标准并开始抛售贷款资产。

 2007年3月,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以较高的市场价格成功出售了近4亿元的资产包，为日后扩张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8年10月，战略投资APX亚太证券交易所（Asia Pacific Stock Exchange），即现在的悉尼证券交易所（Sydney Stock  
 Exchange）。

 2009年4月，全资控股在澳大利亚上市的地产基金管理公司MacarthurCook Limited (ASX code:MCK)。同时控股四家  
 上市公司，其中两家在澳洲上市，一家在新加坡上市，另一家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 管理的基金总资产约$11亿澳元。

 2009年6月，AIMS宝泽金融集团及APX亚太证券交易所与天津市政府签约合作。

 2009年12月，宝泽（AIMS）联手澳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AMP Capital 对MacarthurCook旗下管理的新加坡上市地产  
 基金 MI-REIT进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该基金更名为AIMS AMP Capital REITs。

 2012年6月，宝泽（AIMS）金融集团与深圳市政府在香港签约，作为第一批进驻深圳前海的企业，也是澳洲唯一入驻的企  
 业。宝泽打算在前海建造澳洲金融城，同时把悉尼证券交易所的亚洲总部设在前海。

 2014年2月20日，APX亞太证券交易所正式重新开张，同时宣布首批中国深圳的两家企业于2014年3月6日在APX亚太证券  
 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开启了中西方资本市场互动的全新篇章，2015年11月，APX亚太证券交易所更名为悉尼证券交易所， 
 同年迎来了另三家上市企业，另有多家企业排队等候上市。

 2015年6月，AIMS宝泽收购澳纽地区最大独立券商BBY的资产，BBY曾经是澳洲和新西兰最大的独立股票经纪商，2013年东 
 科尔斯（East Coles）独立投资银行调查中，BBY荣获最佳投资公司、最佳证券资本市场公司和最佳证券研究三桂冠。AIMS宝泽 
 收购BBY之后，将旗下的证券交易业务更名为APP Securities。

里程碑
Mile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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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信贷
AIMS Home Loans

资产证券化
Securitisation

基金管理
Fund Management

房地产投资
Property Investment

证券交易所
Stock Exchange

投资银行
Investment Banking

股票交易
Share Trading

证券分析
Equity Research

我们的主要业务包括
Key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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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信贷是宝泽(AIMS)开展住房与楼宇信贷业务的平台；

其成立于1991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非银行房屋信贷机构

之一，也是全澳信贷机构（包括银行）中呆坏账率最低的

金融机构。成立至今，澳洲信贷累计发放各种房屋贷款超

过80亿澳元。

我们拥有一流的专家型服务团队；其体系健全、功能完

善、覆盖澳洲的销售网络，使澳洲信贷的业务合作伙伴遍

布全澳。在信贷产品设计方面，澳洲信贷依托母公司宝泽

(AIMS)集团在资本市场发行按揭债券直接融资带来的资金

掌控优势，立足于对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全面分析和对客户

需求的充分考虑，在严格的风险控制下不断研发并推出灵

活多样的信贷产品。

此外，澳洲信贷拥有行业领先的信息技术部门。依赖强大

的IT技术支持，澳洲信贷得以通过网络技术将贷款申请接

受、信用评估、风险分析及贷款审批、发放过程大大缩

短，最终形成其房屋贷款专业、快捷、高效的业务特征和

省时、省心、省钱的服务风格。澳洲信贷成立至今，其提

供的产品及服务获得近30项澳洲国家及金融业大奖。

我们的信贷产品：

  房屋贷款
  Home Loans

  商业楼宇贷款
  Commercial Property Loans

  房屋开发贷款
	 	 Construction Loans

  房屋投资贷款
  Investment Loans

澳洲信贷
AIMS Home Loans

www.aimsloans.com.au

住

房

及

楼

宇

信

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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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泽(AIMS)金融集团是澳洲非银行金融机构中最早开展资

产证券化业务的公司之一。

宝泽资产证券化业务在1999年7月第一次成功发行2.04亿澳

元债券后迅速扩大。截至2007年5月，通过资产证券化业

务，宝泽(AIMS)在澳洲资本市场以直接或间接方式累计融

资约30亿澳元。宝泽(AIMS)历次发行的按揭债券绝大多数

被国际信用评估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及菲奇

(Fitch Rating)评为AAA级。

凭借优秀的管理团队、经营业绩，宝泽(AIMS)为其房屋按

揭债券投资人提供了安全、优秀的投资回报。凭借优良的

信誉，宝泽发行的证券化产品受到澳洲本土及国际投资者

的青睐，融资成本较低。

宝泽证券化拥有丰富且专业的资产证券化设计及管理经

验，其中包括建立按揭贷款证券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有效

现金流模型，预测在各种提前还款的按揭贷款池表现等特

殊功能。作为信托管理人，宝泽证券化在完善按揭贷款资

产相关自动化管理系统，逾期管理系统和数据报告管理系

统等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宝泽(AIMS)一直以来非常关注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

并积极投入到业务的发展建设中。自2000年以来宝泽多次

接受中国政府、金融部门等邀请参加相关专题研讨会并担

任主讲。通过对中国证券化发展的长期探索、相关经验的

积累，宝泽(AIMS)已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房地产证券化

操作模式。宝泽期待为准备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中国银

行及金融机构，提供高度针对性的咨询服务，包括从按揭

贷款证券化规划、贷款产品设计、操作规程、风险控制、

数据库建立，债券设计到直到发行及管理等工作。

资产证券化
Securitisation

资

产

证

券

化

详情请电邮联系：trust@aim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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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泽最近几次发行的按揭债券

宝泽(AIMS)金融集团房屋按揭债券信用等级图

宝泽AIMS：2004-1 宝泽AIMS：2007-1 

AA: 3.07%

AAA: 96.93%

AA: 4.71%

AAA: 95.29%

AA: 3.2%

AAA: 96.8%

宝泽AIMS：2005-1 

宝泽(AIMS) 2005-1按揭债券

发行金额： 400,000,000澳元

发行日期： 2005年6月24日

A类：387,200,000澳元

等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及

菲奇(Fitch Ratings)AAA级

加权平均回收期：2 .7年    

B类：12,800,000澳元

等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及

菲奇(Fitch Ratings)AA级

加权平均回收期：5.0年 

平均贷款与价值率：72.8%

抵押贷款保险公司：GENWORTH 61.9%

                                          PMI 38.1%

平均成熟期：8个月

宝泽(AIMS)  2004-1按揭债券

发行金额： 586,000,000澳元

发行日期： 2004年7月9日

A1 类：200,000,000澳元

等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及

菲奇(Fitch Ratings)AAA级

A2类： 268,000,000澳元

等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及

菲奇(Fitch Ratings)AAA级

A3类： 100,000,000澳元

等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及

菲奇(Fitch Ratings)AAA级

B类：18,000,000澳元

等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及

菲奇(Fitch Ratings)AA级

抵押贷款保险公司： GENWORTH 35.11%

                                            PMI 64.03%

平均成熟期： 12－14个月

宝泽(AIMS) 2007-1按揭债券

发行金额： 346,000,000澳元

发行日期： 2007年 5月7日

A类：329,700,000澳元

等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及

菲奇(Fitch Ratings)AAA级

加权平均回收期：2.57年    

B类：16,300,000澳元

等级：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及

菲奇(Fitch Ratings)AA级

加权平均回收期：5.13年 

平均贷款与价值率：73.12%

抵押贷款保险公司：GENWORTH 41.79%

                                          PMI 58.21%

平均成熟期：13个月

资

产

证

券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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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宝泽的基金管理业务涉及上市房地产信托REITs、 私募

股权基金（PE）、风险投资基金（VC）、并购基金、成长

型上市企业股票基金以及SIV移民基金。基金投资行业涉及

生物高科技（医药）、农业、商业工业物流地产、旅游、

矿业领域。根据宝泽基金的发展战略、集团在相关行业领

域的经验以及合作伙伴的专业优势，宝泽还将有序进入基

础设施产业、澳洲资源行业等基金管理领域。宝泽的任何

投资都是以宝泽自有的投资研究团队、风控团队、投资管

理团队和资产证券化所融资金作为坚实后盾。

宝泽房地产基金
2009年9月，宝泽集团全资收购了MacarthurCook（ASX

上市公司，代码 MCK），更名为宝泽基金管理集团

（AIMS Funds Group），并使其成为宝泽集团重要的地产

基金管理业务平台。MacarthurCook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

国际性地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曾于2005-2008连续四年

被商业杂志BRW评为澳大利亚成长最快的企业前100强，

其规模的增长源于持续优秀的投资业绩。宝泽集团直接、

间接管理的物业主要分布于亚太区：澳大利亚、新加坡，

涉及的资产类别包括工业、商业、办公楼、零售、购物中

心等。宝泽AIMS地产证券信托基金REITs股价表现增长强

劲，2010-2014年累计股价增长211.4%。

宝泽私募股权基金(PE)
宝泽利用遍布亚太的业务网络，寻找并以低市盈率投资于

亚太的成长型企业，经过缜密的调查分析后为其提供成熟

的退出方案，以较短的投资期限实现成长型企业的上市，

获得高市盈率的回报。

宝泽风险投资基金(VC)
充分利用宝泽对行业和企业的了解，投资于整个亚太地区

新兴电子科技及新能源科技创业阶段企业，并提供指导和

金融综合服务，通过逐步建立80-100个高度多元化项目的

投资组合方式，覆盖突破性行业，降低投资风险。

跨境并购基金
借势亚太地区国家生产力跨境和资本国际化大潮流，着眼澳大

利亚科技、资源目标，凭借自身领先的投资研究能力和多元文

化服务团队，重点开发和投资澳洲生物科技（医、药）、农

业、金融及保险、矿业等行业的并购项目，利用多种收购等方

式，为投资者获得资产市场价差和协同效应的高额收益。

成长型上市企业(澳洲)股票基金
基于量化筛选和管理的策略，动态投资于澳洲股市上低估

值，成长性高的高分散小盘股，并附加行业策略和风控策

略,为客户获得相对低风险，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稳健回

报。

SIV投资移民基金
基于宝泽全牌照和基金产品线优势，将高净值客户的投资

分配到符合澳洲政府满足移民要求的各类基金，为客户提

供一站式服务。

截止2015年7月，宝泽AIMS管理下的基金资产规模近20亿

澳币，从2011年至今管理规模增长近4倍，宝泽作为基金的

投资管理人，为超过21000名高净值投资者管理基金资产。

基金管理
Fund Management AIMS Funds Management

A Member of AIMS Financial Group

基

金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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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名称 产品类别 上市地
AIMS AMP CAPITAL工业地产REITs 地产直接投资和管理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SGX: O5RU)

MacarthurCook工业地产REITs 地产直接投资和管理 此前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 (ASX: MIF)

MacarthurCook办公地产信托Trust 地产直接投资和管理 未上市

AIMS 地产信托基金 (St Kilda Road) 地产直接投资和管理 未上市

AIMS 地产地产信托基金 (Felix St) 地产直接投资和管理 未上市

AIMS 地产信托基金 (Laverton) 地产直接投资和管理 未上市

AIMS 商业信贷基金 贷款基金 未上市

Advance 信贷基金  贷款基金 未上市

AIMS 房地产证券基金  地产证券基金 澳洲证券交易所(ASX: APW)、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SGX: A0P)

AIMS Australian Property Investment Fund 地产证券基金 未上市

AIMS  Balanced Fund 平衡投资基金 (SIV) 地产证券基金 未上市

AIMS Emerging Companies 风投基金 (SIV) 证券基金 未上市

AIMS Venturetec Fund 风险科技基金 股权风险投资基金VC 未上市

AIMS Growth Companies PE Fund 并购基金 私募股权基金 未上市

AIMS Emerging Companies Fund 成长基金 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基金 未上市

金融风暴后宝泽金融集团收购及管理的部分基金产品类别及上市情况

金融风暴后宝泽集团收购、投资及管理的部分物业
截至2015年7月, 宝泽管理的基金规模近20亿澳元

详情请电邮联系： funds@aims.com.au    www.aimsfunds.com.au

基

金

管

理

澳元200 million (人民币12亿)
320 Pitt Street 位于悉尼商业中心的繁华地段，整栋办公物业大楼共32
层，商业出租面积达29,159平方米， 目前该楼被澳洲第一大通信业巨头

Telstra公司独家租赁使用。

2011年收购
Telstra Building, 悉尼，澳大利亚

新加坡元320 million (人民币16亿)
位于新加坡20 Gul Way是宝泽开发建设的仓储物流办公中心，设计具有

车行通道进入每个楼层。整个物业开发一共有三期，目前一期和二期已经
投入使用，出租面积达107,725平方米，全部租出。

2012年开发建设
20 Gul Way, 新加坡 20 Gul Way, Singapore

2014年收购
Optus Centre Macquarie Park， 悉尼，澳大利亚

澳元184 million (人民币11亿)
Optus中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校园风格复合型办公物业，该物业被
整租给新加坡电讯拥有的澳洲第二大电讯公司Optus。

Optus Centre Macquarie Park

2010年收购
27 Penjuru Lane, 新加坡 

新加坡元165 million (人民币8.25亿)
位于新加坡的 27 Penjuru Lane 仓储物流办公中心由两栋五层高的主体
大楼组成，并设计具有车行通道进入每个楼层，出租面积达92,905平方
米，全部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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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中西方金融与资本市场的
澳大利亚主板证交所

2008年10月，宝泽金融集团战略性入股APX亚太证券交易所(Asia 

Pacific Stock Exchange)，即现在的悉尼证券交易所（Sydney Stock 

Exchange）。

今天，悉尼证券交易所（Sydney Stock Exchange）在拓展澳洲市场

的基础上将业务重点瞄准亚太区，特别是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中国大

陆。

悉尼证券交易所致力于成为以高科技网络交易为主、低成本运营的亚太

区综合证券交易所，并通过高效、有序、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化运

作，为那些具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企

业，提供与国际资本对接的平台，在为企业创造融资机会助其实现快速

发展的同时，为亚太市场投资者创造投资机会。

在澳中两国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时机成熟时将推出大中华板块，该板块

股票交易价格将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届时，中国投资者可以像投资中

国大陆沪深股市那样，投资交易SSX悉尼证券交易所那些以人民币计价

的上市公司股票。

www.ssx.sydney

悉尼证券交易所
Sydney Stock Exchange

证

券

交

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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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场透明度和高质量服务

悉尼证券交易所旨在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公平公正、有序、

透明的证券交易市场。其持有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

（ASIC）颁发的证券交易所执照。悉尼证券交易所的市场

运行规则及监管条例需在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

备案并获批以及澳大利亚国会审批通过。此外，其运营也

直接接受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的监管。

灵活的上市门槛

灵活的上市门槛，旨在为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企业提供更多

机会。悉尼证券交易所在审核企业上市申请时，重在考量

其发展潜力和核心竞争能力。如在公司股东方面悉尼证券

交易所只需50个股东，在有形净资产方面扣除任何融资成

本后只需200万澳元。当然，并不是符合以上标准的公司均

能上市，悉尼证券交易所将根据公司情况决定。

相对稳定的交易环境

由于悉尼证券交易所目前不设卖空机制及不允许高频交

易，且不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重点扶持高成长型公司并

吸引长期投资者，所以交易环境相对稳定。

方便快捷的网络即时交易系统

悉尼证券交易所采用纳斯达克提供的高效交易平台，使经

纪公司可以在线下单，并且使投资者可以在线追踪订单。

悉尼证券交易所采用的交易系统成熟先进、方便快捷且易

于操作，可为世界各地的交易者提供无延迟的即时价格。

中文信息及市场推广服务

悉尼证券交易所提供中英双语的客户、信息及市场推广服

务。英文及中文是亚太区使用最广泛的两种语言，与其他

西方交易所不同，悉尼证券交易所的高级管理层、业务发

展部、市场监督部、市场运营部等各部门都配有使用中文

的工作人员，且设有中文网站，从而增加了全球各地以中

文为母语的交易者及投资者投资交流的便利性，避免了语

言沟通的障碍。

详情请电邮联系： info@ssx.sydney
www.ssx.sydney

悉尼证券交易所竞争优势

投资者

澳洲
投资者

亚洲
投资者

（尤其是来自
大中华地区）

上市目标

澳洲
公司

亚洲
公司

（尤其是来自
大中华地区）

资本募集

澳洲资本 亚洲资本

以澳元和人民币交易
￥$

股票交易 
零售及机构投资者通
过股票经纪商进行网
上、网下交易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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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 （宝泽资本）
Investment Banking (AIMS Capital)

企

业

融

资

SSX悉尼证券交易所 IPO上市融资

宝泽资本(AIMS Capital)拥有一支具备国际视野及丰富中

国与澳洲本土市场经验的专业投行团队。宝泽团队专注

于SSX悉尼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为境内外企业提供包括

首次新股发行上市（IPO）、二级市场股票配售、可转债

及其它股票衍生工具在内的具有国际水平的项目执行与

服务。

宝泽资本立足于全面分析客户财务现状及经营状况，兼

顾考虑客户中长期发展规划，借助宝泽国际资本市场优

良信誉、成功项目融资经验及澳中两国间广泛的商业资

源，全面融合宝泽国际化视野与澳中两国本土化运作，

为公司客户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投融资方案及丰富而契合

实际的投行业务产品。

并购重组

兼并收购是宝泽投行的核心业务之一，宝泽投行拥有丰
富的兼并收购经验，包括企业并购、资产购买和处置及
企业重组等。2008年10月，宝泽资本协助集团战略投
资APX亚太证券交易所；2015年6月，宝泽资本协助集
团收购澳纽地区最大独立券商BBY，BBY曾经是澳洲和
新西兰最大的独立股票经纪商，2013年东科尔斯（East 
Coles）独立投资银行调查中，BBY荣获最佳投资公司、
最佳证券资本市场公司和最佳证券研究三桂冠。AIMS
宝泽收购BBY之后，将旗下的证券交易业务更名为APP 
Securities。

宝泽资本拥有由澳大利亚投行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的优
秀团队，并且是澳大利亚发起和实施并购重组及融资交
易的领军人物。凭借丰富的案例经验、深厚的行业知识
和基于现实的决策及对价值的追求，让我们在竞争中始
终处于优势地位。

我们的行业经验涵盖制药、医疗、采矿、石油和天然
气、矿业服务、农业、消费品、制造业、能源及基础设
施、金融服务和电信 。我们确保每个项目的执行都由经
验丰富的专业团队成员来完成。

我们提供与以下业务相关的建议：

  公开市场的兼并、收购和资产收购

  私人协议收购和撤资

  股权融资活动

  债券发行及混合募资

  战略投资

  管理层收购和私募股权交易

我们在澳大利亚公司财务顾问中的排名处于领先地位。团
队核心成员拥有丰富的为上市公司提供并购重组服务的经
验。我们致力于协助本地及海外公司，特别是协助中国客
户实施创新型的并购交易。

私募融资

宝泽资本充分理解企业在悉尼证券交易所上市前的融资
需求，依托宝泽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平台和广泛的网络，
宝泽将协助企业进行私募融资。

凭借优良的财务状况和雄厚的资本实力，宝泽资本通过
自有资本投资以及与战略伙伴的合作，对能够持续发展
且产生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及成长性公
司进行投资，进而优化被投资公司财务
状况、提升被投资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及投资回报，并适时通过资本运作方
式（如IPO）或其它股权转让方式获
得投资收益，最终实现多赢局面。

财务顾问
宝泽投行的财务顾问专业团队能协
助企业进行SSX悉尼证券交
易所上市顾问服务，我们
的财务顾问团队为客户
在上市环节的各个领
域提供专业建议，如
公司定位、上市股权
架构、上市时间表、
专业团队选择、财务
优化、尽职调查和
路演融资安排等。
团队同时为公司管
理 层 提 供 专 业 建
议，以帮助公司作
出最优化决策。

详情请电邮联系：capital@aims.com.au
www.aimscapital.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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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股票交易
Share Trading

宝泽金融集团部分管理人员

宝泽金融集团部分管理人员

宝泽证券持有澳洲金融服务牌照AFSL No. 307 706，公司

注册号 ACN 112 871 842，是宝泽金融集团旗下的成员之

一。宝泽证券竭诚为中澳投资者提供SSX悉尼证券交易所及

全球股票市场投资和股票经纪服务。

宝泽证券的服务范畴包括:
  上市股票配售和发行认购 

  股票经纪交易服务

  上市公司研究报告

  专业的中英文双语客户服务团队

证券销售和交易
主要向澳洲和大中华地区个人及机构投资者提供证券交易

代理和投资顾问服务。作为澳洲持牌券商和澳交易所会

员，宝泽证券为投资者提供交易悉尼证券交易所、澳洲股

票市场和全球股票经纪服务。

证券研究
澳洲证券行业顶级投研团队分析每日市场走势、经济形

势、行业和公司数据，以提高客户全球投资组合的回报并

协助公司企业制定资产配置方案。

私人财富管理
提供高净值个人、家庭及信托基金全球资产配置和投资管

理解决方案。我们的私人财富管理专家向客户们提供设计

量身定制的财务解决方案。

机构投资管理
我们提供种类齐全的澳洲和全球债券、股票以及不同资产

类别的基金以供机构投资者选择，并为他们特别设计资产

配置策略以满足其多元化的投资需求。 

宝泽证券竭诚为您提供高效的股票交易服务

www.aimssec.com.au

中国免费专线: 400 688 3668
客户服务热线: +61 2 9226 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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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宝泽金融集团AIMS收购澳纽地区最大的独立

券商BBY的资产，拥有28年历史的BBY在业界以拥有强大

的融资能力和股票交易量大而著称，APP证券建立在宝泽

AIMS收购BBY的基础之上。

作为一家专业的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及证券经纪公司, APP证

券的使命是服务于本地及国际性的高增长公司、股票经纪

商、私人客户和全球机构投资者的需求。APP证券努力成为

亚太地区领先的私人及机构投资者的股票经纪商，为客户

提供最好的资本市场投资解决方案。

APP证券为投资者提供澳大利亚最广范围的投资产品及全面

的交易服务，包括：

  股票经纪交易服务 

  公司金融及投资银行 

  股权资本市场

  机构销售和交易、网上交易、私人客户咨询、  

  证券研究

作为一家基于亚洲太平洋地区且与该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

集团，APP证券依靠母公司——资本雄厚的多元化金融服

务商AIMS宝泽金融集团，拥有丰富而广泛的亚洲网络和承

销能力，为客户提供稳健积极的投资服务。

APPAPP证券
APP Securities

澳洲主流媒体对宝泽金融集团收购BBY资产进行了一系列大篇幅报道，《澳洲金融评论报》在成功收购当天就进行了

首版和尾版及两版内页共四版的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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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独立运作的澳大利亚证券经纪商，我们决定自

己的未来。我们的商业模式和规模，结合我们宝贵的专

业素养，使我们能更好地服务澳洲本国及全球客户的需

求。我们投资领先的业界技术，保证我们的业务不断持

续发展，我们选用业界最干练优秀的员工。

在提供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APP证券同时提

供多样化的服务，确保我们的客户百分之百满意，同时

继续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优秀的资本市场投资方案。

我们明白，最适合的投资伙伴并非一朝一夕的选择。

在APP证券，我们的团队具备丰富的市场知识和业界经

验。我们始终专注于每一个客户的具体目标，我们努力

确保我们是客户长期的合作伙伴。

APP证券的机构产品包括：

 首次公开募股（IPO）、股权和债务资本市场  

 （ECM，DCM）的公司交易流程

 经验丰富的专业交易平台，确保在澳洲上市的公司  

 得到充分的市场关注

 悉尼证券交易所SSX及ASX融资方案执行

 屡获殊荣的银行及金融分析师团队

 大宗交易产品

 澳大利亚上市公司访问会议及路演

 实时的经济学和战略研究报告

 并购建议

APP证券为机构投资客户提供以下交易产品：

 悉尼证券交易所SSX及ASX上市的股票

 基金交易

 期权指数

 利率及混合型证券

 保证金

致力成为澳大利亚
最大的独立券商
WE STRIVE TO BE 
AUSTRALIA’S LARGEST 
INDEPENDENT 
STOCKBROKER

为什么领先的机构投资者选择APP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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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证券的企业融资及投资银行团队提供广泛的企业决策服

务，专注于增长迅速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企业。APP

证券在澳洲业界有着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和来自能

源、金融、健康护理、工业、材料及金融领域的众多合作

伙伴联系紧密。APP证券业绩优良，公司客户覆盖能源、金

融、医疗、工业、材料、金属及采矿业。APP证券有能力帮

助潜力企业在悉尼证券交易所SSX及ASX上市。

APP证券的投资银行团队提供的服务包括：

股权资本市场——悉尼证券交易所SSX及ASX大宗交易和

便利化、资本结构与定价、可转换债券、红利再投资计

划、IPO发行管理、资本募集、优先股、股票购买计划、股

票回购、配股，承销商服务与股票发行。

 并购——收购策略及投标策略、撤资、尽职调查、  

 收购防御工作。

 企业咨询——资产及公司业务估值、资产负债表和  

 资产优化，资本重组，部门及同行分析。

 私募股权——资本发展、退出计划、管理层收购、  

 IPO上市前融资。

 广泛的行业经验——APP证券近期的交易集中在：  

 科技、媒体、电讯、创新科技、资源、油气、房地  

 产、零售、金融服务、工业、TMT、可再生能源和  

 运输等领域。

APP证券的企业融资及投行团队与董事会、管理层和资本持

有方紧密合作，制定并执行投资战略，实现公司目标和股

东价值最大化。

Bendigo and Adelaide Bank 
 
 
 
 

$200 Million 
Broker to the Convertible 

Preference Shares 
April 2015 

NAOS Absolute Opportunities 
Company Limited 

  
  
 

$21.5 Million 
Broker to the Offer 

October 2014 

QV Equities Limited 
  
 
  
 

$184.6 Million 
Joint Lead Manager to the IPO 

August 2014 

Cockatoo Coal Limited 
 
 
 
 

$153 Million 
Broker to the Placement 

October 2013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 1.25 Billion 
Broker to Notes Issue 

February 2015 

Macquarie Group Limited 
 
 
 
 
 

$400 Million 
Broker to the Offer 

September 2014 

Suncorp Group Limited 
  
 
 
 

$400 Million 
Broker to the Offer 

July 2014 

Karoon Gas Australia Limited 
 
 
 
 

$150 Million 
Broker to the Placement 

August 2013 

Victory Mines Limited 
 
 
 
 
 

$855 Million 
Lead Manager to the Placement 

February 2015 
 

99wuxian Limited 
 
 
 
 

$25 Million 
Broker o the Placement 

August 2014 

 
Aquila Resources Limited 

  
  
 

$193 Million 
Broker to the Block Trade of  

12% of the Company 
June 2014 

 

Resource Generation Limited 
 
 
 
 

$62.6 Million 
Broker to the Offer 

July 2013 

ANZ Limited  
 
 
 
 
 

$970 Million 
Broker to the Notes Issue 

January 2015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2 Billion 
Broker to the Offer 

August 2014 

Mobile Embrace Limited 
  
 
 

$11.75 million 
Joint Lead Manager on 

 the Placement 
March 2014 

 

Westpac Capital Notes 
 
 
 
 

$1.38 Billion 
Broker to the Offer 

March 2013 
 

Medibank Private Limited 
 
 
 
 
 

$5.673 Billion 
Broker to the IPO 

November 2014 
 

Future Generation Investment 
Fund 

 
 
 
 

$200 Million  
Broker to the offer 

August 2014 
 

Flinders Mines Limited 
  
 
 

$13.4 million 
Joint Lead Manager to  
Share Purchase Plan 

February 2014 
 

Bank of Queensland 
 
 
 
 

$300 Million 
Broker to the Offer 

December 2012 

企业融资及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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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 (BBY)近期部分上市融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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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APP证券研究部涵盖悉尼证券交易所SSX及ASX上市股票、

股票投资策略、信贷策略、商品及货币研究。APP证券特

别侧重于识别未来的高增长公司及研究新兴行业的发展趋

势。APP证券研究部的目标在于为客户提供最好的资本市场

和投资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专家研究分析团队对公司财报

的研究和分析，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高收益的证券投资方案。

APP证券研究部的证券分析师有着为客户提供深入的公司研

究和广泛行业分析的专长。我们的分析师使用该行业最全

面的数据源、定量和定性工具，同时整合领域分析和专有

通道检查，运用业界领先的技术研究工具，最大可能适应

客户对于证券研报的需求。

APP证券的分析师定期拜访上市公司管理层并了解业务，确

保对所分析的公司了解透彻。APP证券广泛的企业接入方案

为客户提供对于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团队真实深入的了解，

并能与业界领先的基金经理、行业顾问及思想领袖进行互

动。APP证券每年举办为数众多一对一的会议，安排投资客

户和企业管理层进行正面、直接的交流，确保机构投资客

户、私人客户和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

APP证券研究团队是公司的主要优势之一，赢得了众多同行

的支持，许多外部金融机构将APP证券研究作为顶级选股和

盈利估计的依据。

APP证券研究部的产品和服务的优势包括：

 研究覆盖来自澳大利亚所有产业的100多支股票、证券 
 分析师多次获得行业殊荣

 早间市场报告，行业报告和公司研究笔记

 迅捷的投资和电话交易方案

 在线访问APP证券的研究网站

APP 证券研究部分析的股票来自以下行业：

 消费者非必需品  消费必需品

 能源    财务

 材料-金属和矿业  工业

 保健    信息技术

 运输和基础设施  事业

APP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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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上海

北京 

深圳

香港

新加坡

宝泽金融集团
AIMS Financial Group 

电邮: trust@aims.com.au 
网址: www.aims.com.au

澳洲悉尼总部：
Level 41，259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61-2-9217 2727  传真：61-1300 137 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