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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贸易展区规划面积 3 万

平方米，在巩固深化金融咨询、检测认证、物流航运、供应

链平台、综合服务等既有板块的基础上，紧扣“十四五”规

划和产业发展方向，目光下沉细分领域，集聚行业领军龙

头，将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专精、智慧、绿色

的国际服务产品供给。 

服务领域更专精。咨询服务、检测认证、国际快递等行

业龙头集齐，文化 IP、建筑咨询、艺术收藏、游乐场设计等

细分行业服务提供商加盟展区，以期实现更加精准有效的跨

界合作和产业对话，服务展品的专业性进一步增强。 

服务能力更智慧。AI 工厂、数字政务、BIM+AR 技术等

智慧服务产品将继续引领展区风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技术概念附着于产品更加成熟可靠，赋能企业转型升

级更加安全高效。 

服务理念更绿色。碳中和、碳达峰成为物流供应链及金

融咨询、检测认证等行业展商共同聚焦的主题，碳盘查系

统、可持续金融产品和解决方案、矿业碳中和计划等将在进

博会集中发布。此外，“绿色工业”文化旅游产业也聚焦疫后

市场，提供定制化、个性化旅游服务产品，为人民美好生活

增添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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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 

KPMG 

 

 展商简介 

毕马威 1870 年成立于英国伦敦，于 1987 年由 PMI 和 KMG 的各

个成员机构合并而成，是一个由独立的专业成员所组成的全球性组织，

已参展第二和第三届进博会。其成员所遍布全球 146 个国家及地区，

在 2020 财年拥有接近 227,000 名专业人员，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

专业服务。毕马威中国在二十五个城市设有二十八家办事机构，合伙人

及员工约 12,000 名。通过这些办事机构，毕马威中国能够高效和迅速

地调动各方面资源，为客户提供高质量服务。 

公司网站：https://home.kpmg/cn/zh/home.html 

联系人：吴忻祎 

联系方式：021-22122888 

 

 计划参展服务 

毕马威 AI 工厂解决方案 

AI 工厂是毕马威智慧之光研发的 AI 解决方案孵化器。通过封装

数百个经过验证的独立 AI 模块，这条生产线可以根据需求进行灵活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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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组合，能大幅缩短项目周期，有效加快 AI 项目的落地实施，同时保

证交付质量和交付标准，为前端业务的低成本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 

 

 

 

 

 

 

图 1、2：毕马威 AI 工厂解决方案宣传图 

 

毕马威智慧风控解决方案 

毕马威智慧风控服务解决方案是基于内部客户业务数据和丰富的

外部数据，运用标签体系和 AI 技术，充分分析数据、打通信息，在银

行信贷风险应用领域实现动化、智能化，从而推动银行从经验型风险管

控向数据化风险管控模式转变。 

 

 

 

 

 

  

图 3：毕马威智慧风控解决方案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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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智能解决方案 

毕马威税务智能解决方案（TIS），提供一整套综合性技术分析工具、

方法和见解。TIS 通过完善的数据和分析工具为企业提供增值税、转让

定价以及海关与贸易方面的分析见解。TIS 可以识别出企业不必要的税

务支出，并及时发现税务处理中的错误，同时还可以协助企业降低税务

处罚风险，缩短应对税务稽查的时间，从而整体提高税务流程效率。TIS

可以使企业税务人员主动掌控税务流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终帮助

企业规避相关风险。 

 

 

 

 

 

 

 

  

 

 

 

 

图 4、5：税务智能解决方案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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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50”系列榜单 

2016 年毕马威首次在业界推出“领先金融科技 50 企业榜单”，并

在之后继续推出涵盖金融、汽车、生物、消费、芯片、医疗、地产等领

域的“未来 50”系列榜单，致力于在解决行业痛点、模式创新、效率

提升等方面，发现新的创新驱动力。 

   

图 6、7、8：“未来 50”系列榜单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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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展商简介 

渣打银行是一家领先的国际银行集团，已参展前三届进博会，其业

务网络遍及全球 59 个市场，为来自 144 个市场的客户提供服务，与“一

带一路”沿线市场的重合度超过 75%，已在伦敦和香港交易所上市。

1858 年，渣打银行在上海设立首家分行，是扎根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

际性银行之一。2007 年 4 月，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为第一批

本地法人化的国际银行。目前，渣打中国的营业网点已覆盖近 30 个沿

海和内陆城市。2020 年，渣打银行获得政府、行业机构和媒体颁发的

多个奖项和荣誉，包括“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最佳实践奖、沪上金

融家、《财资》最佳人民币银行等。 

公司网站：www.sc.com 

联系人：Leo Liu 

联系方式：Leo.Liu@sc.com 

 

 计划参展服务 

企业、金融机构及商业银行部 

为企业、商业银行及机构客户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协助客户在全



 7 

球经济最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及地区开展商业和金融活动。在现金管理

及贸易融资、金融市场、企业融资等领域拥有坚实完备的产品实力，通

过设计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多样化产品组合，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以及跨国企业“走进来”。同时也致力于服务处在高速成长期，正在或

将要拓展国际市场的企业。 

 

核心优势– “一带一路”相关业务 

渣打银行是第一家签署《“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的英国金融

机构，于 2020 年获得《“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委员会颁发的“最

佳实践奖”。拥有 47 个市场及超过 75%的全球网络位于“一带一路”

沿线，其中 27 个市场运营历史超过 100 年，能为复杂的“一带一路”

项目提供覆盖整个项目周期的金融方案。 

 

人民币服务 

提供覆盖全产品、全链条和全周期的一体化综合贸易金融服务，包

括账户服务、结算、融资、外汇、资金管理、投资等六大类。 

 

交易银行部 

围绕财资管理全球化、科技化、集中化三大趋势，融合国际经验和

本地实践，帮助更多海外企业走向中国，同时助力中国企业更好地在海

外扎根生长，包括贸易服务、现金管理、供应链融资、电子/移动银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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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部 

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风险管理、融资和投资解决方案，涵盖固定收

益、货币、大宗商品和资本市场，以及交易与研究，如外汇、利率与信

用交易、大宗商品、债券、外汇研究等。 

 

企业融资部 

为客户提供定制、创新的企业融资服务，以满足客户的战略需求。

包括并购顾问、项目与出口融资、结构性融资、银团货款等。 

 

证券服务 

渣打银行于 2018 年 10 月获得基金托管人资格，是中国第一家拥

有此资格的外资银行。截至目前，已为 20 多家本地基金公司和券商提

供托管服务，托管了近 80 个产品。除了基金托管以外，还为 QFII、

RQFII、直投银行间市场的境外机构、沪伦通跨境转换机构、保险公司、

信托公司和商业银行提供包括托管、结算代理、保证金存管等在内的一

系列证券服务。 

 

债务资本市场 

在亚洲区和大中华区拥有丰富的债券承销经验，协助多个中资企

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可持续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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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丰富的可持续金融产品和解决方案，包括绿色存款、绿色债券、

可持续债券、可持续存款等。 

 

渣打银行中小企业金融 

通过分支网店的创新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便利的点对点服务，在国

内十余个城市开设中小企业支行和中小企业客户中心。自 2012 年起，

定期发布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现已成为业界衡量国内中小企

业发展水平和未来趋势的主流参考指标之一。同时，渣打银行也是国内

第一个推出中小企业无抵押贷款的外资银行。 

    

 

 

图 9、10：渣打银行中小企业金融宣传图 

 

WFX 电子银行外汇交易平台 

客户可登录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的外汇交易平台进行外币兑换、

外币即时交易、限价指令等操作，办理个人外汇便利化额度内的电子银

行结售汇业务，也可以查看实时外汇新闻、图表与技术分析等。 

 

 

 

图 11、12：WFX 电子银行外汇交易平台宣传图 



 10 

企业网银（S2B NG） 

S2B NG 是专为企业客户设计的综合网上银行平台，为企业客户

提供全面的电子资金管理、进出口贸易及金融市场交易服务。企业客户

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随时打理银行账户。S2B NG 拥有强大的在线文件

上传功能，特别适用于有大量外汇付款业务需求的企业客户群体。 

 

渣打银行利物浦足球俱乐部 

渣打银行是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官方合作伙伴，自 2010 年 6 月合

作以来已经三次续约，合约延续至 2023 年底。2019 年，与利物浦足球

俱乐部女子队合作，并成为其主要合作伙伴。通过邀请俱乐部的传奇球

星和现役球员，为客户举办丰富多彩的球迷体验活动。  

 

图 13：渣打银行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宣传图 

 

渣打银行财富管理 APP 

渣打财富管理 APP 定位为专注投资者教育的应用，不但服务渣打

银行现有客户，也面向其他感兴趣的用户。APP 通过强化大数据分析

及与其他符合中产阶级需求的平台结合，构建新的生态系统。具有以下

三大亮点：一是推出系列专业计算工具，用户可一键了解自己的资产配

置表现与财富需求；二是依托全球专业团队及全球合作资管机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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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市场观点、自有理财产品、代销基金、代销保险产品等各类信息；

三是整合渣打银行及合作伙伴的各类优惠活动，提升用户收获感。 

 

PII 投资卓见系统 

PII 是渣打银行内首个智能投顾系统，依托渣打银行市场观点、先

进的量化分析模型，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及时、定制化的资产配置方案。

同时结合客户当前的风险承受能力及投资意愿，对每位客户的持仓进

行智能诊断，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调仓建议：包含可操作产品列

表以及对应市场观点解析。 

 

渣打「优先理财」 

「优先理财」客户拥有专有客户经理，提供专业财富管理建议。还

可享受系列礼遇，包括贵宾身份全球认同、免费的全球资金电汇、免费

的全球银联 ATM 取现服务、跨境开户见证服务、跨境人民币汇款、美

元定存特惠利率等。 

 

渣打银行财富管理 ePro 系统 

渣打财富管理 APP 中代销保险产品的新功能—ePro 模块，能在投

保方式与流程上进一步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将平均投保申请时间从 90-

120 分钟缩短至 30 分钟，同时实现无纸化，平均每次申请节省 A4 打

印纸 70-80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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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集团 

SGS Group  

 

 展商简介 

SGS 成立于 1878 年，是国际公认的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

已参展前三届进博会。拥有 89,000 多名员工、2,600 多个分支机构和实

验室以及全球最大的检测认证服务网络，服务能力覆盖纺织品及鞋类、

玩具及婴幼儿用品、家居及轻工产品 、电子电气、农产食品、生命科

学、化妆品及个人护理、石油化工、矿产、环境、工业、交通和电子商

务等多个行业的供应链上下游。1991 年进入中国，发展至今，在全国

已建成 90 多个分支机构和 200 多间实验室，拥有 15,000 多名专业员

工，服务中国各行各业的供应链上下游。 

公司网站：www.sgs.com 

联系人：Fanny Wang 

联系方式：13917998125，021-61072917 

 

 计划参展服务 

纺织品及鞋类行业可持续及化学品管理方案 

适用于纺织与鞋类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面向印染工厂、生产工

厂、加工厂、零售商以及品牌方。该方案包含从原材料的化学品限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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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符合性评估，生产过程及体系的化学品管理，到生产后的废水测试。

此外，该方案还关注产品的环保性，包括再循环验证服务、GRS/RCS 证

书服务、微纤维测试、生物可降解测试以及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服务等。 

 

图 14：纺织品及鞋类行业可持续及化学品管理方案宣传图 

 

低 VOC 工业防护涂料独立慧鉴认证 

工业防护涂料在满足 GB 30981-2020 全套项目的基础上，VOC 含

量达到 SGS 独立慧鉴关于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评价技术

规范的要求，且工厂现场审核合格，可颁发独立慧鉴认证证书。 

 

图 15：低 VOC 工业防护涂料独立慧鉴认证宣传图 

 

SGS RED C 碳盘查系统 

一款基于 ISO 14064:2018 标准（《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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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的公开免费的企业碳盘查系统，企业

用户可免费使用，通过填报信息-上传排放数据-验证数据-生成报告四

个步骤轻松完成企业组织内碳盘查工作。 

碳盘查系统网址：redc.1clicktong.com 

 

图 16：SGS RED C 碳盘查系统宣传图 

 

510k 预评审服务 

US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授权的第三方 510k 预评审服

务，510k 是医疗器械进入美国市场的准入程序，是中国多数医疗器械

企业寻求在美国上市的必要流程。2020 年，SGS 获得了 US FDA 授权，

可代表 US FDA 预评审中低风险产品的 510k 技术文件，是唯一在中国

大陆开展此项服务的第三方独立机构。评审团队均为前 FDA 成员，可

用中文和中国企业沟通交流，能缩短器械的美国上市时间，从原有 132

个工作日缩短至 30-6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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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10k 预评审服务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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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升全球货运 

C.H. Robinson 

 

 展商简介 

罗宾升国际货运于 1905 年创立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是世界上规模

领先的物流平台，分公司网络涵盖全球近 40 个国家，拥有员工近 15,000

名，超过 1000 名数据科学、工程师和开发人员。提供全方位物流服务

解决方案包含海运、空运、道路运输、仓储管理、海关合规和运输托管

服务等，每年管理 1900 万批价值近 210 亿美元的货物，2020 财年全球

营收达到 162 亿美元。2003 年，罗宾升在香港成立分公司。2012 年，

与 Phoenix International 签署并购协议，大幅提高了在中国的网络和运

营能力。通过在上海、深圳、广州、香港和新加坡建立航空枢纽，大力

发展合同物流，为客户提供定制的加值仓库解决方案。 

公司网站：www.chrobinson.com 

联系人：Chelsea Chen 

联系方式：chelsea.chen@chrobinson.com 

 

 计划参展服务 

全球货运 (海运/空运/海关合规) 

通过海运运输商网络关系来制定舱位计划，通过高效的海空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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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网络，精简清关流程，提高运能并降低成本及风险，减少报关和清

关流程错误。海运主要服务包括整柜 (FCL)和散货拼箱 (LCL)、卖家拼

箱、进出口操作、整柜加急运输；空运主要服务包括经济空运、快捷空

运、优先空运和包机服务。2020 年，全球海运货运量 1,200,000TEU，

全球空运货运量 225,000mt。 

 

 

 

 

 

 

 

图 18、19：全球货运 (海运/空运/海关合规)宣传图 

 

陆路运输与合同物流 

道路运输包括整车/零担、亚洲跨境卡车、中欧跨境卡车、温控卡

车、最后一里路配送、循环取货等；中欧铁路运输包括整柜、专列、

散货、门到门运送等；合同物流包括仓储服务、库存管理、增值服务 

(VAS)、清关服务等。 

   

 

 

 

图 20、21：陆路运输与合同物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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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物流 

重点服务化工原料、工程车辆、可再生能源、石油与天然气、采

矿、空气分离设备、发电、重型建筑等行业。通过空运、海运、铁

路、驳船、卡车、海关合规等方式提供全球多式联运服务，使用

Navisphere ®技术降低成本，实现实时全球货物跟踪，并提供规划与

风险评估（路线研究、运输计划、成本分析、通障排查）、现场项目

监督管理服务。 

 

图 22、23：项目物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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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EY 

 

 展商简介 

安永是全球领先的审计、税务、战略、交易和咨询服务机构之一，

已参展前三届进博会。其全球网络的成员机构分布在全球 150 多个国

家及地区，在大中华区设有 30 个办事处，涵盖北京、上海、香港、深

圳等主要城市，拥有员工超过 22,000 名。 

公司网站：www.ey.com.cn 

联系人：Lily Zhang 

联系方式：lily-ll.zhang@cn.ey.com 

 

 计划参展服务 

安永税务信息化解析工具（IDS） 

IDS 是业内领先的用于执行税务数据分析的数字化框架，用于税务

分析及风险管理，具有广泛的功能特性，如：集成序时账、试算平衡表

以及纳税申报表的各类信息；与企业自身的 ERP 系统以及税务机关的

金税三期系统同步；提供具有行业特点和应用的独立模块；根据行业规

范和标准对主要财务和税收指标进行基准比较；针对识别出的税务风

险和机会提供建设性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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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安永税务信息化解析工具（IDS）宣传图 

 

安永行动链 BaaS 平台 

一套融合了存证取证、产品溯源、知识产权管理、采购、供应链管

理等共 10 个成熟区块链应用模块的高可用区块链即服务平台。是基于

安永国际区块链框架，融合支持多家国内底层区块链和国家商用密码

技术开发的深度本土化平台，已为国内 9 个行业龙头企业提供了成功

落地服务或试运行服务。 

 

 

 

 

 

 

图 25：安永行动链 BaaS 平台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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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IFRS17 解决方案 

是目前市场上最为成熟的 IFRS17 解决方案，具备国内唯一的 

IFRS 17 下财务精算全面落地的实施经验。对寿险、产险、再保险以及

海外子公司都有完整的 IFRS17 咨询服务经验，覆盖数据平台、计量平

台、会计引擎等自主研发的系统功能设计或产品选型评估，同时具有端

到端的系统实施经验，参与大型集团的系统测试及用户测试，提供解决

方案。 

 

图 26、27、28：安永 IFRS17 解决方案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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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智奥会展集团   

GL events Group 

 

 展商简介 

法国智奥会展集团创立于 1978 年，总部位于法国里昂，是巴黎证

券交易所上市企业，也是法国最大的会展企业，已参展第二届和第三届

进博会。核心业务由活动与体育赛事运营、场馆管理、展会主办三大版

块构成，拥有 90 多家分支机构，每年服务 4,200 多场活动，接待 1,500

多万观众及展商。在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共设有 6 家分支机

构，包括智奥会展（上海）有限公司、智奥会展（深圳）有限公司、广

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智奥鹏城（深圳）展览有限公司、智奥瑞和（上

海）展览有限公司以及中展智奥（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2019 年，

智奥会展年度综合收入超过 11 亿欧，在全球会展界居前列。 

公司网站：www.gl-events.com.cn 

联系人：施靖 

联系方式：jane.shi@gl-events.com 

 

 计划参展服务 

LIVE - 活动与体育赛事运营 

年均服务 4,200 多场活动与赛事，包括奥运会、亚运会、世界

杯、美洲杯帆船赛、各大国际马术障碍赛、汽车拉力赛、方程式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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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ATP/WTA/DAVIS 等国际网球赛、高尔夫赛（依云锦标赛、莱德

杯）、戛纳电影节、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 

 

 

 

 

 

 

 

 

 

 

 

图 29、30、31、32：LIVE - 活动与体育赛事运营宣传图 

 

VENUES - 场馆管理 

目前在全球共管理 50 个场馆，场馆管理总面积达 150 万平方米，

分布于 27 个会展目的地城市，每年承接 4,000 多场活动。 

  

 

 

 

图 33、34：VENUES - 场馆管理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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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S - 展会主办 

每年主办各类展会及活动 350 多场，覆盖酒店餐饮、工业、时

尚、美食等多个领域，如 Sirha 国际酒店餐饮业博览会，博古斯世界

烹饪大赛、PREMIÈRE VISION 品锐至尚系列展、GLOBAL 

INDUSTRIE 全球工业展览会等。 

 

 

 

 

 

 

图 35、36：EXHIBITIONS - 展会主办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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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集团 

HSBC Group 

 

 展商简介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于 1865 年在香港和上海成立，

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子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

之一。业务网络遍及欧洲、亚洲、中东及非洲、北美和拉美，覆盖全球

64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工商金融和财富管理以

及个人银行三大环球业务，为超过 4,000 万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个人以

及企业财富管理和资本市场服务。 

集团旗下有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汇丰金融科技服务（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子公司。汇丰中国于

2007 年 4 月 2 日正式开业，目前拥有员工超过 7,000 人。截至 2021 年

5 月，汇丰中国共有 156 个网点，其中包括 34 间分行和 122 间支行，

是内地网点最多、地域覆盖最广的外资银行。汇丰金科成立于 2020 年 

9 月，是国内首家外商独资金融科技公司。汇丰前海是内地首家外资控

股券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整体资本市场解决方案和服务。 

公司网站：www.hsbc.com.cn 

联系方式：9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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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参展服务 

汇丰环球贸易融资及应收账款服务 

传统贸易工具和数字化应用相结合，能高效地为进出口企业提供

融资工具。具有以下优势： 

1. 为上下游客户优化营运资金，降低融资成本，提升供应链效能。

通过中国供应链装运前融资计划，可为战略供应商提供全流程融资计

划，稳定供应链，加强粘性。 

2. 利用汇丰财资网网上贸易、移动客户端、企业微信号、银企直

联（汇丰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API）等各类在线金融平台，方便客户查询

追踪交易、进行业务申请和交易授权。 

3. 利用区块链技术，使贸易融资交易更便捷高效。 

4. 为客户提供多种渠道，涵盖跨境贸易全周期的一站式融资与风

险管理方案，包括信用证服务和融资、跟单托收服务、福费廷等综合性

解决方案。 

  

 

 

 

 

 

 

 

 

 

图 37、38：汇丰环球贸易融资及应收账款服务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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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环球资金管理服务 

为贸易跨境收付款和资金流动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全球应付账款：使用汇丰全球应付款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方便快

捷的纸质或电子渠道国内和跨境付款服务，使客户更有效地管理开支

和付款，提升对账流程速度，同时最大限度地规避付款欺诈风险。 

全球应收账款：凭借汇丰全球网络以及本地经验，为客户提供综合

性全球应收账款解决方案。精简收款流程，增强可视性，包括物理资金

回笼、数据处理和信息发送等，使客户更高效地管理资金回笼周期，优

化营运资金管理。 

  

 

 

 

 

图 39、40：汇丰环球资金管理服务宣传图 

 

汇丰环球资本市场服务 

为客户提供广泛和一体化的货币和汇率产品解决方案，协助客户

在各环节把握市场动向，洞察商机，积极应对风险。主要产品包括：全

球主要货币及新兴市场货币的换汇服务、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和利率

风险管理服务、境内外人民币市场跨境交易服务、全球主要货币双边和

多边电子交易系统服务、贵金属交易和市场价格风险管理服务、人民币

及外币的资产保值增值服务、全球资本市场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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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2：汇丰环球资本市场服务宣传图 

 

汇丰卓越理财 

为客户提供专属和全方位的个人及家庭金融和财富管理服务，特

色服务包括： 

1. 环球银行服务：在一地成为卓越客户，即可在全球享受卓越服

务。可轻松操作环球账户查询及转账、获得留学汇款便捷服务和海外汇

丰开户的预约安排。 

2. 财富管理服务：定期分享全球财经资讯；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灵活产品交易模式；产品专家团队和专属客户经理提供一站式财富

规划和个性化资产配置方案。 

3. 家庭金融服务：对于人均账户余额达到标准的客户，所有家庭

成员晋升为卓越理财账户，享受资产、交易管理服务以及整体化的家庭

财富管理规划，定制以健康、教育、退休、传承为核心保障计划。 

4. 卓越专属优惠：卓越客户拥有一系列专享费率优惠及其专属权

益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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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44：汇丰卓越理财宣传图 

 

汇丰数字化私人财富规划服务 

“汇丰金科”通过汇丰私人财富规划服务为个人和企业客户提供

如下数字化金融体验： 

1. 个人客户：通过分析客户需求，运用数字化算法工具，量身定

制专属财富管理规划和保障方案，提供家庭保障、财富传承、优质教育

和退休规划等服务。 

2. 企业客户：提供涵盖健康管理保障、意外保障、财富规划和传承

等在内的员工福利优化一站式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提升形象，吸引稳固

人才。 

 

 

 

 

 

 

图 45、46：汇丰数字化私人财富规划服务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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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前海投行、经纪及投研服务 

包括以下服务： 

1. 证券承销保荐：带给客户包括首次公开募股和债券发行、再融

资等离岸市场机遇；为客户发起和执行国内股权资本及债权资本市场

活动；为本地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国公司、金融担保机构、主权财富基

金提供兼并和收购战略性建议并协助执行战略性的跨境交易。 

2. 经纪业务：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客户提供涵盖股票和债券

等金融产品、销售咨询、交易执行、企业关系等高水准的国内证券市场

经纪服务。 

3. 投资咨询：采用高合规标准、流程和系统，重点关注高增长的

新经济，覆盖国内及国际投资者最关注的领域，以中英文双语发布专题

报告，让环球客户掌握第一手投研资讯。 

  

 

 

 

 

图 47、48：汇丰前海投行、经纪及投研服务宣传图 

 

  



 31 

 

 

进博会官方网站： 

https://www.ciie.org/ 

服务热线： 

+86-21-968888 

 

 

 

 

 

 

 

官方 APP                  官方微信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待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