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uroclearability  

为客户设计的解决方案

六月 2021





我们拥有处理多种资产类型及多币种的能力。受益于此，发行人可以选择遵循当地市场或国际市场法
规发行证券，然后这些证券将通过我们的网络进入全球市场。对于投资者而言，在 Euroclear 集中持
有证券投资组合资产既简单又便捷。此外，投资者接入 Euroclear 全球生态系统后，可以通过安全
可靠的抵押品高速路 Collateral Highway 平台与全球范围内的交易对手对持有的资产进行融资。

这也是我们提供服务的弹性适应能力的一部分。去年，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都面临着巨大挑战，我
们深知业务弹性适应能力对所有客户来说都至关重要。对于我们自身而言，除了拥有稳健的备份系
统和可靠的应急计划，我们还在时刻确保您的资产安全得到全方位的保护 - 无论从法律、数字化还
是实物层面；同时，特别在处于这种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期，我们帮助您获取并接触广泛的交易对
手，从而满足您的融资需求。我十分欣慰地亲眼见证了我们的业务弹性适应能力帮助客户自如地度
过了市场压力时期。 

如今，我们所处的商业环境瞬息万变，仅仅提供价值、保护手段和分散风险功能是远远不够的。我
们需要不断地、全面地展望未来，确保我们在未来提供的服务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目标促使我们
不断投入资源并持续探索如何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价值。 

新的挑战和机遇不断涌现，两者的碰撞带来了新的客户和新的技术要求，比如我们如今业务运营所
处的虚拟环境。提升业务弹性适应能力、规划未来以及获取更多跨资产和跨市场的渠道和保护手段
不仅对我们的客户至关重要，同时也有益于整体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便是“Euroclearability”解决方案想要传达的信息。  

  

Philippe Laurensy, Euroclear 首席商务官。

我们使用 Euroclearability 这个术语描述可以为客户带来的价值，您可以在

资产得到保护的同时优化资产使用。本质上，我相信“Euroclearability”可

以将全球市场和本地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无论是国际投资者与本地发行

人，亦或是本地投资者与国际发行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发行人和投资者汇聚

在 Euroclear 相识、合作和交易。

前言



独特条件以支持市场生态系统

您的目标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满足客户和当地市场的需求，同时将风险降至最低 

利用我们的主要优势

我们的解决方案：接入 Euroclearability 
股票 • 固定收益 • 基金/ ETFs • 抵押品管理 • 新发 • 融资 • 数据

Euroclearability

Euroclear

业务应变及适应能力

成熟的金融市场基础
设施专业知识

标准化

运营效率

群聚效应

国际法律框架

市场透明度场
基础

并实现您的目标

投资者的目标

• 资产保护
• 轻松接入
• 流动性
• 稳健性
• 多元化
• 投资策略收益
• ESG 职责运营负 
 担最小化
• 资产优化
• 满足监管合规要求

政府和公司发 

行人的目标

• 市场转型
• 可持续的经济激励
• 提高国际形象
• 提升融资能力

Euroclear 帮助投资者解决潜在的运营操作问题，投资者便
可以仅根据市场基本面来决定进入和投资某个市场。    

我们为跨市场和跨币种的广泛资产提供单一接入点。客
户能够以统一的方式运作他们的资产。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Euroclearable 的资产可用作回购协议和非集中清算衍
生品保证金等交易中的抵押品，我们负责解决操作处理和
风险环节。 

不止如此。Euroclearability 集我们所有产品所共有的品质于
一身 — — 这些产品共同促进了我们所服务的客户和当地
市场的利益。  

Euroclearability 创造双赢  

Euroclearability 意味着市场提供了与全球公认标准一致的可接入性、资产保护和结算最终性。对于国际

投资者来说，可以依据这些公认标准接入该市场将令人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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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具有经得起考验的基础设施弹性适应能力。我们的运
营模式和系统强大稳健，屡经考验。我们强大的业务持续
性能力一直以来备受客户认可——在经济危机时期更为突
出。

利用我们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屡经考验的专业技能和当
地业务网络，客户可以对投资组合进行多样化安排—包括
国际债券、股票、交易所交易和投资基金，并充满信心地
进入新的市场。客户可以在 Euroclear，更加便捷地优化资
产，用一个市场的资产为另一个市场的交易进行担保。

我们帮助建立流动性, 提高多样性,并通过稳定的业务弹性
适应能力加强这所有的一切。

流动性、弹性适应能力和多样性

我们的当地发行/全球分销债券结构使当地发行人在享有熟
悉的当地环境和较低的发行成本之外，亦可以从 Euroclear

的全球覆盖、市场延伸和资产服务能力等诸多方面受益。 

如今 ESG 主题的重要性不断凸显，Euroclear 能够帮助当地
发行人接入许多在 ESG 证券方面领先的全球投资者，从而
为可持续资本满足可持续项目提供投资通道。  

全球覆盖和 ESG

在市场动荡时期，投资者需要确保其仍可以在一个风险规避的生态系统中稳定且安全地运营。同样，当地

市场希望在波动性最小的情况下维持投资者的长期兴趣。普华永道 (PwC) 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收益率波动

性降低的证据，“这可能意味着 Euroclearability 降低了新兴市场中资本外流的脆弱性”1 。

凭借我们的多币种系统处理能力，我们可支持当地发行人根据国际法律发行外币和当地货币，以及根据

当地法律发行当地货币。我们近期也注意到国内市场的国际货币/外币发行呈上升趋势，对此我们也能提

供支持。

更多信息

1 https://www.euroclear.com/ImpactofEuroclea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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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FMI)，我们为您提供结算、托管和资产服务，同时通过自动证券借贷为客

户降低风险敞口。  

固定收益和股票 

• Euroclearability 可以帮助投资者进入通常难以进入的市
场，从而为多样性提供支持。  
Euroclearability 让市场接入变得简单。 

• Euroclearability 为投资者带来了在更为成熟的市场中所期
望的稳健的流程和一致的服务标准。  

• 基于我们提供的效率和安全性，投资者可以在不考虑操
作因素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投资者可以将所有资产
放在一个资产池中，并优化其流动性。  

• 我们的多币种平台让投资者可以使用他们选定的币种进
行结算。  

另类、共同和交易所交易基金       

• 我们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 — 包括各种工具和服 
务 — — 使用专门用于所有类型基金的单一平台，接入
28 个注册地的另类基金和共同基金。对于ETF交易所交
易基金, 虽然其发行和交易可能在多个场所进行，客户可
以从该资产通过 Euroclear Bank 国际结算结构的效率中
获益。 

• 得益于我们平台上拥有的全球各地多种多样的投资者群
体，Euroclear 是资产管理公司分销其另类、共同和交易
所交易基金的绝佳场所。

• 除了支持在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
传统司法管辖区注册的另类基金外，我们也热衷于支持
新的另类投资工具，比如私募股权基金。

• 我们低成本和高效率的解决方案，以及其极具竞争力的
截止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结算失败和账务调整的需
要。

• FundsPlace 使投资者能够在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FMI) 中持有基金资产，遵守适用于基金投资的“反洗钱 
(AML)/了解您的客户 (KYC)”规则，同时减轻相关负担和
成本。      

      

FundsPlace 为投资者提供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渠道以获取包括另类基金、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等基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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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需要提供还是接收抵押品，Euroclear 的抵押品高速路 (Collateral Highway) 都会帮助您提供最

优选项。全球客户每天向我们委托管理超过 1.5 万亿欧元的抵押品。

抵押品管理

• 通过使用抵押品管理的全球基础设施- 抵押品高速路，您
可以与任何交易对手建立连接并在全球最大的资产池内
交换抵押品。  

• 得益于开放式结构的抵押品高速路基础设施，您可以在
使用的同时保持现有的托管行关系，通过利用我们提供
的顶级抵押品管理服务，让您的资产覆盖风险敞口。  

• 利用所有资产构成一个单一的资产池，您可以调动任何
国家/地区的证券作为抵押品——用于美元融资或任何其
他风险敞口。此外，通过回购融资美元也变得容易，例
如使用国内证券为另一种货币作为抵押。 

• 许多处于非集中清算保证金规则 (UMR) 第 1 至第 4 阶段
范围内的公司，已经针对其非集中清算的衍生品风险敞
口使用抵押品高速路的抵押品管理服务。如今，全球超
过一半的非集中清算衍生品保证金规则项下的抵押品由
抵押品高速路管理。 

• 随着非集中清算衍生品保证金规则第5阶段 和第6阶段的
实施，您也可能像越来越多的公司一样，必须符合相关
监管要求。通过抵押品高速路，客户可以利用该成熟且
久经考验的全球性基础设施与所有交易对手交换抵押品
并轻松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

• 抵押品优化在行业的议程事项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通
过抵押品高速路对整合多个业务条线的抵押品类型进行
综合管理，将充分优化您的抵押品资源。 

•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为 2000 家客户提供服务，保管超过 
31 万亿欧元的资产。因此，我们是市场上参考数据的绝
佳来源。  

• 我们为所有 Euroclear 作为发行人CSD 的投资工具提供新
券发行提示、证券信息参考和公司行动通知，以及关于
证券 Euroclearability 的整体信息。

• 作为企业债和政府债卓越的交易后处理供应商，我们还
为这些投资工具提供高度可靠且具有意义的市场流动性
数据情报。

• 从提升风险管理和合规性、改善流动性和透明度，到协
助作出投资决策和交易执行，我们的数据服务旨在为客
户带来附加价值。

利用 Euroclear 集团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FMI) 的高质量数据，我们致力于开发能为客户带来效率和透明度

的创新解决方案

Euroclear 数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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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环境和业务需求的不断发展 

我们致力于为整体市场生态系统带来价值，不断努力提高
我们的多产品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我们保持与各市场地
方当局进行对话，以期进一步整合和加强当地市场的共通
性，并为我们的客户扩大市场区域和服务范围。  
 
Euroclear 平台是国际及当地市场的发行人与投资者的聚合
点。欢迎您加入我们！

更多信息

您可以从日常联络的Euroclear团队处了解更多信息，及在有需要时获取进一步专业支持。

陈莉  Tracy Chen  
首席中国策略官 
欧洲清算银行 

Tel. +86 105 854 3298 / +65 6500 7789 

tracy.chen@euroclear.com

何桂涛  Ferdy He  
首代 
欧洲清算银行 北京代表处 

Tel. +86 105 854 3218 

ferdy.he@euroclea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