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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財富節節領先
Putting Your Wealth t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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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營理念

理念:
以誠信為基; 以團隊為力; 
不斷追求創新和突破，
創造效率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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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發展歷史

1969－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
公司在香港成立 (前稱山一國際 (香
港) 有限公司)

1998－威京總部集團在1998年1月
收購了山一國際 (香港) 有限公司。
山一曾是日本四大證券公司之一，後
因亞洲金融風暴而倒閉。同年2月，
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因而更名為
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京
華山一在隨後的數年努力發展其大中
華證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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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發展歷史

2002－京華山一獲亞洲金融雜誌
(Finance Asia) 評選為2002年度最佳
小型股首次公開招股投資銀行。

2014－為配合集團長遠業務發展，
致力打造成為全面金融理財的專業綜
合集團企業，進行集團企業架構重組，
並成立控股公司-京華山一金融集團有
限公司，統籌整體集團業務，以達更
有效益地發展大中華地區的綜合金融
業務。於香港以外，更分別在北京、
上海、無錫、台北及美國加州設有據
點，奠定強而有力的綜合金融業務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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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發展歷史

2016－為提高營運效率及強化集團
資本，給客戶帶來更優質的一體化服
務，滿足多元化的需求。京華山一證
券 (香港) 有限公司及京華山一國際
(香港) 有限公司於2016年7月1日獲
香港證監會批准進行合併。合併後的
公司名稱沿用京華山一國際 (香港) 
有限公司(“京華山一國際＂)，統籌
集團旗下的證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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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組成架構

京華山一擁有強大的股東群，包括：
台灣的威京總部集團、中國石油化學
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314.TT) 
及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515.TT) 
等上市公司。

威京總部集團業務集中在大中華地
區，用多元化經營策略，服務範圍涵
蓋 •基建地產 •石油化工 •能源科技
•娛樂休閒 •證券金融服務及其他轉
投資之子公司及相關企業等。1998年
收購日本山一證券於香港及大陸業務，
開創了華人集團收購日本大型企業的
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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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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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環球證券期貨交易

香港總部設於灣仔中心商業區，從
事證券及期貨經紀業務，提供環球專
業證券交易及顧問服務。

客戶群結構完整，來自社會各界、
不同層次。客戶包括機構性投資者、
企業投資者、高收入群以及零售客戶
。廣泛且綿密的營銷通路，為客戶提
供全面完善的金融投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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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環球證券期貨交易

針對客戶群不同的需要，專業經紀
團隊熟習市場不同層面的運作，提供
即時及針對性的專業服務。透過香港
、北京、上海和無錫的據點，配合先
進之電子交易服務，為客戶提供更全
面及優質的交易服務及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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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環球債券交易

專業的債券團隊，精選各地優質、
高潛力的債券產品，包括固定利率債
券、浮動利率票據及可換股債券等，
供客戶選擇。並定時於京華山一網頁
內發報予客戶，加強債券產品資訊之
及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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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環球債券交易

為保守至進取的投資者提供各類定
額收益產品，包括有AAA評級債券至
高風險債券，以配合不同的投資目標
和風險取向。

客戶更可透過REPO(易利寶)服務
─ 債券附買回交易，作為短期資金
停泊投資工具，迎合不同客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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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企業融資

京華山一團隊由來自大中華區具不
同專業背景和經驗的精英組成，為香
港、中國大陸、台灣、美國和日本優
秀企業提供各種不同的企業融資及顧
問服務。

豐富的融資顧問與配售經驗，配合
已建立的雄厚客戶群分銷網絡基礎。
自1998年起，曾擔任保薦人之項目已
超越40家之多，在業界中享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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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企業融資

前山一證券以往在中國B股承銷方
面，具有卓越的領先地位及經驗，並
在上海擁有B股交易席位及主承銷執
照。京華收購山一後，更將雙方已有
之專長及經驗加以有效整合。

在北京及上海設有兩個據點之專業
團隊，均熟悉中國資本市場法規及實
務運作，配合香港之國際專才，定能
為客戶提供全面性及優質的投資銀行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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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企業融資

主要服務項目包括:上市保薦、收
購合併、企業重組、私募融資、資產
收購、股份配售、直接投資等一條龍
式財務顧問服務。此外，我們亦為客
戶提供商業模式建議、策略聯盟、引
薦策略投資者評估等增值服務，為客
戶創造更大的價值。



15

八 電子金融業務

網絡新經濟發展一日千里，商機無
限。京華山一堅持結合實體與虛擬，
全面提升競爭優勢。

通過網絡電子化交易的優點，以求
突破傳統經營技術與地域上的限制，
向位處世界各地的投資客戶提供更安
全、穩定、迅速的電子化證券交易服
務。

 電子網上證券交易服務
 電子網上期貨交易服務
 智能電話證券交易服務
 網上“滬港通＂交易服務
 網上“深港通＂交易服務

京華山一財經網:
www.cpy.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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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股份/股權獎勵計劃託管

上市公司客戶可委託京華山一出任
託管人，處理其上市公司僱員股份或
股權獎勵計劃。京華山一將為上市公
司出任及履行託管人的受信責任，由
專業人員管理，並提供相關的信託及
管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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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京通保理，融華應收

江蘇京華山一商業保理有限公司是
由京華山一商業保理(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與無錫市新區政府投資平台 ─ 
無錫市新區科技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合
資成立的商業保理公司，主要以受讓
應收帳款的方式提供貿易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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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京通保理，融華應收

京華山一保理以國際化視野、本地
化營運能力、跨境綜合金融渠道，以
穩健、快捷、精準的風控理念，以線
上“互聯網+＂與線下結合的作業模
式，向企業提供多樣化的貿易融資方
案、供應鏈金融合作方案，謀求股東、
員工、客戶、社會等利益的可持續增
長，成為全國商業保理領域的領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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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財富管理

京華山一財富管理是京華山一為專
注服務大中華區的新富階層而設立，
矢志成為首屈一指的財富管理平台，
為客戶提供全面多元，量身打造的財
富管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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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財富管理

京華山一財富管理背靠香港環球
金融樞紐的獨特優勢，面向大中華
龐大的財富管理需要，時刻關注全
球市場的即時動態，提供中肯、獨
到的研究資訊和全方位的金融服務
，使我們的客戶盡享離岸理財的投
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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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財富管理

京華山一財富管理為您的投資帳戶
量身訂作投資組合，搭配您的投資適
合性分析提供股票、基金、債券、保
險等投資服務。穩妥的資產組合可以
分散風險，增加收益，我們提供客戶
全面的諮詢服務，為客戶安排專業的
資產管理，使客戶的資產可以穩健增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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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榮譽與獎項

京華山一投資銀行部獲亞洲金融雜
誌(Finance Asia)評選為2002年度最
佳小型股(5億港元以下)首次公開上
市招股投資銀行(Best Small Cap 
IPO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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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榮譽與獎項

香港明報舉辦《雷霆頂級網站大
賞》，京華山一財經網站 -
www.cpy.com.hk獲選為香港三大最佳
財經網站之一。

京華山一網上證券交易平台及網站，
獲香港名雜誌壹週刊選為最快交易速
度之證券網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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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優勢與價值

國際視野
京華山一管理隊伍凝聚了香港、台

灣、中國大陸及日本的金融精英，具
豐富的國際金融經驗、高瞻之視野，
為客戶提供優秀卓越的投資金融服務
。

扎根香港
京華山一是於香港註冊之台資股東

背景綜合證券公司，以大陸市場為發
展重心，具備整合大中華地區資本、
技術與市場三要素的先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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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優勢與價值

經驗豐富
京華山一是最早進入中國大陸資本

市場發展的台資證券公司，目前在北
京及上海兩地均派駐專業團隊，市場
開拓面既廣且深，具備深厚發展潛力
。

資金引進
因合併前日本山一證券香港子公司

，並在北京、上海設有子公司及據點,
可引進美日地區之資金與產品給中國
大陸的企業與投資人，發揮資源整合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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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優勢與價值

靈活進取
京華山一關係網絡覆蓋全球，不時

引進嶄新及合適之金融產品，並靈活
運用，為尊貴的客戶拓展投資選擇。

專業管理
京華山一採用現代化之管理模式，

決策速度快，市場反應靈活，推崇團
隊合作精神，在業務爭取上具備有利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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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優勢與價值

市場定位
京華山一市場定位清晰，發展步驟

明確，由在香港設立分行打響知名度
，再由創業板市場建立在投資銀行業
務的聲譽，有計劃的壯大本身客戶及
業務基礎，成為大中華地區內的專業
綜合金融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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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京華山一金融集團

京華山一金融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11樓1101室
電話: (852) 2166 3888 
傳真: (852) 2918 0409
網址: www.cpy.com.hk 

北京京華山一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中國北京市建國門內大街18號
恒基中心 1 座 1101室
郵編: 100005
電話: (8610) 6518 2871
傳真: (8610) 6518 2877

上海京華山一諮詢有限公司
上海市黃浦區西藏中路18號
港陸廣場1603室
郵編: 200001
電話: (021) 6881 7776

環球機構

江蘇京華山一商業保理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無錫市新區菱湖大道200號
中國傳感網國際創新園A座506室
郵編: 214000 
電話: (86) 51082212889
傳真: (86) 510822128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