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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荣获中国区最佳债券投行、中国区最佳再融资投行

日前，在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6

中国区优

秀投行评选”中，中银国际证券斩获

2016

中国

区最佳债券投行、

2016

中国区最佳再融资投行

两项大奖。

据了解，该活动旨在“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下，集中展示国内投资银行的风采。主要围

绕承揽数量、 募集金额、 人均营收三大指标为

主，并启用网站报名、微信投票、专家评审（由

30

位行业内资深投行人士组成）的方式，还原

了国内各投行的真实实力， 评选出年度行业领

军投行。

2015

年，中国资本市场遭遇了极端的市场

行情。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中银国际证券始终

坚持“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证券公司”的战

略要求，把“严控风险，严守合规底线”放在各项

工作首位，沉着应对挑战，业务整体运行稳健，

未出现重大风险合规事件， 各项风控指标优于

监管规定。

与此同时，中银国际证券更以“逆境破浪扬

劲帆”的锐意进取之势，取得了公司成立以来的

最好经营业绩。 主要业绩指标优于同业平均水

平，为股东创造了丰厚的回报；各项业务发展势

头良好，资产管理业务规模行业排名第

5

位，投

行、研究等业务市场排名稳步提升。

投行业务方面， 中银国际证券积极响应

国家政策，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2015

年承销

铁道债金额总计

260.8

亿元，市场排名第二，

有力支持了国家铁路建设投资； 通过公司

债、新三板等渠道积极支持中小企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融资， 助力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整合境内外资源，为河南民航收购卢森堡

货航等项目提供投行服务，助力中国企业“走

出去”。

中银国际证券的专业能力也同样得到市场

与客户的高度认可。其承销的

15

中海地产公司

债和

15

中石化债发行价格均创造了当时的最

优价格； 中国交建优先股发行也创造了当时各

类企业在境内发行优先股的最低股息率； 担任

独家主承销商的和佳股份定增项目于股市大幅波

动期间启动发行，根据市场形势，创新安排了追加

认购的发行方案，协助发行人准确把握反弹时机，

顺利完成发行。

此外， 中银国际证券的业务能力还获得了

多家权威机构的认可。比如，其承做的中国交建

优先股项目及中国中铁

120

亿元定增项目，分

别获得了 《新财富》（中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力

的杂志之一） 主办的 “第九届中国最佳投行评

选”的“最佳再融资项目”第一名和第二名；在全

国股转公司近期发布的 “新三板主办券商执业

质量测评”中，中银国际证券获得第

5

名，充分

肯定了其新三板业务的风险内控质量及对市场

发展的贡献。

可见，中银国际证券本次所获“

2016

中国区

最佳债券投行”、“

2016

中国区最佳再融资投行”

两奖项，正是对其担当社会责任、稳健进取精神的

充分肯定。

（CIS）

长安信托“山间书香公益行” 走进新泰特殊教育学校

“我的梦想，就是你们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山东新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室里，面

对一群“勾画”梦想的特殊儿童，一位来自北京

的爱心人士，动情地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2016

年

5

月

12

日，第

26

次全国助残日来

临之际， 长安信托·长安财富北京中心组织近

20

位爱心客户、志愿者，将价值

3

万元的图书、

书柜和文体用品， 送到了山东新泰市特殊教育

学校的孩子们手上。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特殊儿童是天生患有语言障碍、智力障碍和

孤独症等疾病的孩子，他们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

享受本该拥有的健康和快乐；也很少有人真正了

解他们、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他们更像是一群

带着隐形翅膀降落人间的小天使；同样的一举一

动， 他们却承受着超出同龄孩子百倍千倍的辛

苦。 他们更渴望社会的关爱和平等对待。

为了给予这些特殊孩子多一份关爱和温

暖，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他们，长安信托·长安

财富北京中心的爱心志愿者们来到了新泰市特

殊教育学校。大家一踏入学校大门，便看到孩子

们一脸好奇的模样。有的兴奋拍手，有的腼腆而

立，有的躲在人群后边偷看。 校长、老师们和公

益行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并带领大家参观

了学校设施和学生宿舍。

新泰市特殊教育学校，始建于

1983

年，原名

新泰市聋哑学校。 学校梁校长向长安信托客户介

绍了学校情况和未来校区规划。 该学校现有义务

段

8

个教学班（其中听障生

3

个班，智障生

5

个

班），在校生

99

人。 聋儿康复中心设全日制大中

小班、亲子项目班、随班就读跟踪辅导班等，在训

的聋幼儿共

40

名。 通过老师们耐心、 细致的帮

助，很多聋儿通过读唇、助听器和手语，已经能和

同龄孩子一样，和别人进行基本的对话交流。 老

师们与孩子们同吃同住， 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培养其生活自理能力，并引导和教育他们的思想

知识启蒙与行为发展，这远要比普通老师付出更

多的精力和心血。 了解到这些，也令长安信托

爱心客户对这些特殊孩子的老师心生敬佩。

为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爱好， 学校还开设了

舞蹈、声乐、美术、书法等课程。除生活自理能力

的培养外，由于特殊儿童未来可能进入社会，就

业技能必不可少，为此，学校特别开设了手工、

刺绣等劳动技能课，助力孩子们通过一技之长，

自力自强。目前，新泰市特殊教育学校已经成为

一所集听障学前、 九年义务教育和智障教育于

一体的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

融入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参观了学校， 公益志愿者与孩子们进入了

主题班会的环节。围绕“我的梦想”这一主题，公

益志愿者们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与心路历程。在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孩子们也

开始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希望上大学，

希望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陌生的心， 在这

场主题班会中，变得亲近起来。

融入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不需要太多语言，

一颗真心，一份尊重，一些耐心就够了。 看到这

些孩子敞开心扉、吐露心声、脸上浮现笑容的时

候，公益志愿者们倍感欣慰。

在捐赠仪式上， 作为本次 “山间书香公益

行”的代表，长安信托·长安财富中心副总经理

张延忻将捐赠交接函交到新泰市特殊教育学校

校长手中，校长回赠了锦旗，表示谢意。 在老师的

指导下，孩子们为公益行人员系上红领巾。 他们

系红领巾的认真模样，触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

新泰市特殊学校梁校长表示， 每个孩子都

有获得同等对待的需要， 感谢大家对这群特殊

孩子的关爱，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走进他们的世

界，给他们鼓励和帮助，愿孩子们在知识的海洋

里汲取能量，快乐长大，并在未来传递这一份值

得感恩的爱，让爱心不断延续下去。

仪式现场，长安信托的一位客户有感而发：

“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见到这群可爱的

孩子，刚才跟他们互动交谈，让我仿佛回到了童

年。感谢孩子们带给我久违的单纯和感动！希望

孩子们能多读书，通过书打开想象的翅膀，看到

更远的地方；希望孩子们努力学习，长大以后能

幸福生活，回馈社会。 我的梦想，就是你们实现

自己的梦想。同时，也希望全社会有更多这类公

益活动，让更多的人关爱和了解这些孩子，给他

们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童年。 ”

简单的交接仪式过后， 公益行的志愿者们

在队旗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将心中对希望和

梦想的希冀， 以及对公益的支持全都留在这一

笔一划里。大家还合影留念，定格了这美好又温

馨的一刻。

随后，公益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运送、整理

书籍和文体用品。 一处翠绿鲜亮的山间书香图

书角就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落成， 宛如教室里

的一扇知识之窗，召唤着渴望学习的双眼。

跨界创新引领新趋势

据悉，这是长安信托·长安财富“山间书香

公益行”三年多来捐助的第

34

所学校。“山间书

香公益行”已跨越西安、大连、成都、南京、杭州、

无锡、深圳、广西等全国

30

多个地区，为越来越

多的孩子送去书物，为他们建立公益图书墙、公

益阅览室或教室。

“爱是最动容的公共表情”。 长安信托·长安

财富认为，不仅是每年助残日这一天，也不仅是

每次活动，其实每一天、每一刻，都有许多需要爱

心润泽的地方和人们。 通过公益活动让更多人关

注这些如星星般低调闪耀的孩子们，以实际行动

鼓励和引导他们勇敢乐观面对成长和生活，这是

“山间书香公益行”的初衷。 每一年，“山间书香”

的志愿者们将选择一部分捐助过的小学进行回

访。拥抱是彼此的给予，孩子们能感受到志愿者

的付出，志愿者也能收获孩子们回报的温暖。

当公益成为一种信仰， 一切行为都变得顺

理成章。 热心公益，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

长安信托一贯的企业文化。长安信托早在

2008

年就推出了中国信托业内首只公益信托———

“长安信托·

5.12

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这也

是国内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信托， 该信托

计划募集资金

1000

万元，支持灾后学校重建工

作，捐助了陕西省镇巴县赤北初中、盐井小学、

简池小学等

5

所小学；

2013

年，“长安信托·西

安交通大学奖学金公益信托”成立，信托资金主

要用于奖励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优秀

的全日制在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2015

年

9

月初，长安信托联合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媒

体等志愿者， 奔赴广西凌云县伶站瑶族乡浩坤

村， 为饱受缺水之苦的弄新小学孩子们捐建水

窖，同时送上图书和文具。 同年

9

月下旬，长安

信托“长安家风·家族慈善信托基金”亮相第四

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 引起了慈善

及金融行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2015

年

11

月

24

日，由陕西省银行业协会、陕西省慈善会以及长

安信托联合主办的“大爱长安·普惠金融专项基金

捐赠暨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

托”签署仪式，在陕西省政府前大楼召开，共有

30

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签署了捐赠协议或明确了捐

赠意向。 为更高效地使用善款，各捐赠人将资金捐

赠给陕西省慈善协会设立专项基金， 由慈善协会

将全部善款委托长安信托设立 “大爱长安·陕西银

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 对贫困农户的生活

进行支持……不断的探索创新， 不懈的行动尝试，

让公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让公益对接金

融，长安信托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不断前行。

2014

年

10

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指

出，“要积极探索金融资本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

策渠道”。 同年，银监会亦下发了《关于信托公司风

险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完善公益信托制度，大

力发展公益信托， 推动信托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并把公益信托列为信托业转型的六大方向之一。

2016

年

5

月

15

日是第

26

次全国助残日， 今年的

主题是“关爱孤残儿童，让爱洒满人间”。 长安信托

希望有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公益事业， 让爱流动起

来；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金融企业继续创新公益

金融发展之路，共同携手、通力合作，找到公益与

金融的最佳结合点。 （CIS）

中银国际证券

投行近年主要业绩

●

成功完成兴业银行

、

中国中铁

、

金钼股份

、

中国一重

、

宁波港

、

中南传媒

、

中国水电

、

中国交

建

、

浙报传媒

、

华数传媒

、

陕西煤业

、

万达院线

、

中

国银行

、

太平洋等一批有市场影响力的

IPO

、

上市

公司再融资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

筹资

规模累计

3100

多亿元

，

确立了市场地位

。

●

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

、

中石化

、

中石油

、

中

国华润

、

中广核

、

中国核工业集团

、

中国中材股份

、

国家电网

、

中国中铁股份

、

中国一重

、

兖州煤业

、

中

国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大型企业的企业债

券

、

公司债券

、

次级债券

、

资产证券化等项目的主

承销商

。

累计参与

300

余只债券的承销工作

，

承销

总金额

3000

多亿元

。

2015年中银国际证

券取得了公司成立以来

的最好经营业绩。 主要

业绩指标优于同业平均

水平， 为股东创造了丰

厚的回报； 各项业务发

展势头良好， 资产管理

业务规模行业排名第 5

位，投行、研究等业务市

场排名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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