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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環球資產管理簡介
§§ RBC 環球資產管理 (R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簡稱 RBC GAM)
是加拿大皇家銀行 (Royal Bank of Canada) 的資產管理部門。
§§ RBC GAM 集團在全加拿大、美國、歐洲和亞洲聘用超過 1,300 名
僱員，包括 332 名專業投資人士。
§§RBC GAM 集團的資產管理規模超過 $2,920 亿美元。*
我們與客戶和投資顧問緊密合作，與他們分享有創意和獨到的見解，以及制定
優秀的投資方案，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創新的投資方案
我們不斷創新，擴大我們的投資實力，為客戶提供方案，幫助他們實現其目標。

專門的投資團隊，專注於優越的投資
憑藉龐大的金融機構的雄厚實力、穩健性和資源為後盾，本公司專門的投資團隊

加拿大皇家銀行 (RBC) 簡介
§§ 環 球金融雜誌 (Global Finance
Magazine) 在其“2016 年全球
50 家最安全銀行”的評選之中，
把 RBC 列為北美最安全的銀行
之一1
§§ 以資本市值計算，是北美第五大
銀行，全球第十一大銀行。
§§ 是全球其中一家獲得最高信貸
評級的金融機構
–– 標準普爾評為：AA-級
–– 穆迪評為：Aa3 級
信息來源：Global Finance、Bloomberg、
R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可以按照其投資理念，專注於獨立管理投資組合。

綜合化风险管理
我們採用多層面的手法為客人管理風險，把多重控制風險的方法納入投資組合
的管理，而這做法也應用於整個機構。

RBC 環球資產管理
管理資產規模 $2,920 億美元*
資產組別概覽

致力於提供優秀的客戶服務
我們竭誠要成為客戶信任的夥伴。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瞭解客戶的想法
和目標，提供獨到的見解，以預估和滿足他們的需求。

31.2% 加拿大固定收入
16.6% 加拿大股票
16.3% 全球固定收入

(美加除外)
14.5% 現金及短期

9.5% 美国股票
4.1% 歐澳運东股票
3.8% 美国固定收入
2.5% 另类投資
1.5% 新兴市場股票

客戶類型概覽

51% 機構投資者

49% 個人投資者

上述數據不包括約 $59 億 7 千萬美元的重叠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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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實力範疇2
多倫多

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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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股票 (GARP)
加拿大固定收入及核心增值
高收益債券
按揭
責任驅動投資及重疊
另類投資
明尼亞波裡斯
§§ 美國現金管理
§§ 美國固定收入

§§
§§
§§
§§
§§
§§

加拿大股票 (核心、價值)
量化股票 (核心、低波幅、股票市場中立)
全球股票
全球資源及貴重金屬股票
加拿大固定收入及貨幣
固定收入及股票 ETF

波士頓
§§ 美國股票 (核心、價值)

芝加哥
§§ 美國股票 (增長)

倫敦
§§
§§
§§
§§
§§
§§
§§
§§

全球及歐澳遠東股票
歐洲股票
新興市場股票
投資級及利率
全球槓桿融資
可轉換債券
新興市場債券
另類投資

斯坦福德

香港

§§ 全球高收益債券
§§ 美國信貸

§§ 亞洲股票

* 截至 2016 年 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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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9 月，https://www.gfmag.com/media/press-releases/The-Worlds-50-Safest-Bank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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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策略的可用性可能因司法管轄區而異。

本文件由 RBC 環球資產管理公司 (R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Inc.，簡稱 RBC GAM) 提供，僅作參考之用。在未獲得 RBC GAM 同意下，不得複製、
分發或出版本文件。本文件並不構成在任何司法管轄區要約招攬購買或出售任何證券、產品和服務，也無意圖提供任何方式的意見。本文件不會在
任何不允許派發本文件的司法管轄區內向任何人士派發。

RBC GAM 是加拿大皇家銀行 (Royal Bank of Canada，簡稱 RBC) 的資產管理部門，RBC 在世界各地的聯營公司包括：RBC 環球資產管理公司
[ 包括 Philips, Hager & North 投資管理 (Philips, Hager & North Investment Management) ]、R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U.S.) Inc.、RBC Alternative
Asset Management Inc.、R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RBC Investmen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BlueBay Asset Management LLP
及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 USA LLC。全都是 RBC 非直接擁有的子公司。
往績並非未來業績的指標。本文件內的所有觀點、意見和預估全部按照指明的日期作出，並會隨時改變，恕不另行通知。所有資訊為善意提供，並無
任何法律責任。RBC GAM、其任何聯營公司或任何相關人士對任何因採用本文內資訊而導致的直接或間接損失概不負責。我們相信來自第三方的信息
是可靠的，惟 RBC GAM、其關聯公司或任何其他人士就有關信息的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均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聲明或保證。RBC GAM 對任何
錯誤或遺漏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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