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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助力中国企业赴欧并购
三十多家企业获支持，并购交易金额超过200亿美元

工行获评“最佳股东回报奖”
到2012年末，已经为股东创造了3804亿元的现金分红回报

近日，由《大众证券报》主
办的第八届“中国上市公司竞
争力公信力调查”评选活动中，
中国工商银行凭借出色的股东
回报获评“最佳股东回报奖”，
成为唯一一家获评该奖项的大
型银行。

数据显示，从 2 0 0 6年上市
以来到 2 0 1 2年末，工行已经为
股东创造了3804亿元的现金分
红 回 报 ，年 平 均 分 红 比 例 为
4 0%。从2 0 0 8年至今，工行连续
五年成为向股东分红最多的A

股上市公司，且每年的现金分
红率均高于同期一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其中，2012年工行的现

金分红金额约为 8 3 6亿元人民
币，比上年增加 1 2 7亿元，股息
率达到 5 . 7 6 % ，处于同业领先
水平。

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市
以来工行将“服务客户、回报股
东、成就员工、奉献社会”作为公
司使命，充分兼顾股东当前收益
和持久回报，充分兼顾银行可持
续经营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强
化股息分红管理，妥善处理利润
留存、分红及资本补充的关系。在
合理促进股价稳定运行的同时，
坚持以丰厚的现金分红回报广大
投资者，充分展现了优异的长期
投资价值。

近日，由中国工商银行主办
的“银企携手，共创辉煌—中国企
业‘走出去’高峰论坛欧洲专场”
在江苏南京隆重举行。本次论坛
旨在帮助有“走出去”需求的中国
企业把握欧洲经济动态，识别并
控制跨境并购过程中的各类风
险，筛选欧洲潜在并购投资机会。

近年来，中国企业赴欧洲并
购快速增长，2012年交易金额已
超过160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中
国企业开展跨境并购最活跃的地
区。欧洲在装备制造等行业拥有

领先的技术，在企业全球化经营
方面拥有先进的经验，在众多行
业拥有知名品牌，存在着丰富优
质的并购投资机会。

在论坛上，工行重点介绍了
在跨境并购过程中如何综合运用
投资银行及商业银行各类产品开
展并购，为参会企业规划或执行
跨境并购投资提供了借鉴。工行
的众多合作机构与企业客户，包
括欧洲知名投行、律师事务所以
及在欧洲成功完成并购的企业代
表，在本次论坛中发表了对欧洲

经济走势和中欧并购市场的看
法，介绍了赴欧开展并购投资在
交易标的筛选、交易过程的控制、
交易后的整合等方面的经验。论
坛还现场推介了二十多个欧洲优
质潜在的并购交易标的。

据介绍，工行是国内同业中
最早成立银行类投资银行部门的
商业银行。经过10年发展，工行不
断创新投行产品，建立了以并购
重组、股权融资、顾问咨询、投行
研究四大类、十几项产品组成的
投资银行产品体系。在跨境并购

业务领域，工行不断拓展和丰富
自身产品线，力争为企业跨境并
购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目前
已形成包括并购财务顾问、并购
融资顾问、并购融资安排等三大
类产品，积极为中资企业跨境并
购交易提供并购项目推荐、交易
撮合、方案设计和融资安排等综
合服务。几年来，工行已帮助三十
多家中国企业成功完成跨境并购
交易，涉及并购交易金额超过200

亿美元，确立了在跨境并购银行
服务领域的领军地位。

工行推出投资理财新品种—账户原油
本报通讯员 李颖

●交易门槛与时间

与工行的账户贵金属业务
一样，账户原油产品的交易门
槛也制订得较低，账户原油交
易的每笔交易起点与最小交易
递增单位都为0 . 1桶，投资者可
以使用人民币或是美元来进行
交易。按照目前价格，这一交易
门槛只相当于约 6 0元人民币。
通过电子银行渠道的交易时间
为周一：0 9：0 0 - 2 4：0 0；周二至
周五：00：00-03：00，09：00-24：

00；周六：00：00-03：00。

●交易方式

账户原油使用看多和看空
的两种交易方式——— 先买入后
卖出和先卖出后买入。也就是
说，当投资者预期原油价格将
上涨时，通过先买入后卖出交
易获取价差收益。反之，如在预
期原油价格将下跌时，通过先
卖 出 后 买 入 交 易 获 取 价 差 收
益。在“纸原油”交易中不提供
杠杆。

●买卖方式

账户原油的买卖方式分为实
时交易和挂单交易两种。其中实
时交易是指客户按照工商银行的
交易报价实施买卖账户原油；挂
单交易是指客户提交挂单指令，
当交易报价满足挂单条件时，按
挂单价格买卖账户原油的交易。

●特别提醒

与其他账户交易品种有所不

同，账户原油产品分期次发行。工
行通过网上银行等渠道发布每期
产品的交易名称、交易起始日期、
交易结束日期、结算日等信息，投
资者可在交易起始日至交易结束
日之间进行交易。但是，如交易结
束日后投资者交易账户仍有该期
产品余额的，将参考交易结束日国
际市场结算价格为客户办理资金
结算。因此，投资者在关注原油本
身价格风险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
期限所产生的风险，必须在交易期
内完成买入—卖出操作，否则到期
时银行将进行强制结算。

李颖—金融理财
师，本科学历，13年银行
从业经历，熟悉商业银
行各项业务，具有较丰
富的投资理财经验，擅
长基金、保险、证券、账
户黄金、账户原油等产
品分析，能为客户提供
稳健的投资理财服务。
现为临淄桓公路东储蓄
所网点负责人。

如今国际原油的价格变化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对于驾车一族来说，国内成品油价格每次随着国际原油价格格波动的起落，都成

为左右家庭用车成本多少的重要因素。不过，各位朋友是否想过，原油本身亦是一种投资对象？就油价上涨而言，作为为消耗品来说，增加了我们

的使用成本；而作为投资产品来说，则增加了一种获益途径。

今年3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宣布，账户原油产品正式上线，这就意味着，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到原油的投资中，即能够从油油价的波动

中获益，且无需进行实物提取。

携手工银财富共创财富人生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

的不断增强，国民的财富积累也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规
范、科学的帮助广大客户打理好
个人财产，工行理财业务应运而
生。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完善，依
托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和资源优
势，工行理财业务已涵盖了银行
理财、贵金属、债券、基金、保
险、证券、信托以及私募等多领
域、全方面的投资平台，借助柜

面、银行卡、网银、手机银行等多
种渠道为客户提供7*24小时的
贴心管家式理财服务，成为越来
越多的客户可信赖、可托付的理
财金融机构。

位于投资理财观念非常超
前的鲁中大地，工行淄博分行
一贯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通过网点宣传、理财沙
龙讲解以及客户经理专业分析
等方式将工行的理财观念、理

财产品深入人心。经过近年来
的培养，工行淄博分行已拥有
了 一 支 由 3 0 余 名 国 际 理 财 师
( CFP )和1 0 0余名理财师 (AFP )

组成的专业理财经理团队，他
们分布在各个支行网点，是金
融理财业务的行家里手，更是
为客户精心打理财产的精英人
才。

去年工商银行淄博分行财
富管理中心新址正式成立以来，

中心以“工银财富”为品牌，依托
工商银行强大的实力，集合全行
优势资源，重点为财富客户提供
包括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顾问
咨询、财富增值等金融服务，以
及贵宾通道、特惠商户、健康管
理、高端论坛、私人助理等尊贵
增值服务。同时，中心还配备了
一支素质高、业务精、专业性强
的金融理财团队，团队成员均通
过了CFP/AFP专业资格认证并

取得了各种相关金融从业资格，
为高端客户提供集私密性、专业
化、个性化于一身的财富管理服
务，全面满足客户的财富生活需
求，全力打造“工银财富”高端金
融服务品牌形象。

广大客户有何金融理财方
面的问题及需求，可到就近工行
网点咨询理财经理或联系分行
财富管理中心专家理财师，财富
热线—2168918。

工商银行租赁

交付营运飞机超百架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旗下
的全资子公司工银租赁于一
天之内，分别在美国西雅图、
法国图卢兹和巴西圣若泽杜
斯坎普斯向客户交付了三架
飞机，创造了我国租赁行业飞
机单日交付架数的新纪录。同
时，此举也使工银租赁在全球
累计交付运营的飞机数量达
到了103架，经营管理的飞机
资产超过300架，成为国际市
场上备受瞩目的新生力量。

据介绍，工银租赁此次交
付的三架飞机分别是将波音
公司制造的B737交付给中国
山东航空公司，将空客公司制
造的A320交付给匈牙利威兹
航空公司，将巴西航空工业公
司制造的E195交付给巴西蔚
蓝航空公司。

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经
过5年多的开拓与发展，工银
租赁已经在境内外航空租赁
领域建立了领先的品牌优势。
此次单日交付飞机架数纪录
的创造，得益于工银租赁坚持
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三
化”战略。工银租赁建立了专
业化的内部运营管理模式，使
多架飞机同时交付所涉及的
审批、融资、付款、资产管理、
财务核算等多项内部管理工
作快速有序推进，保证了飞机
按时交付。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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