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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第一部份



使命
美环透过填补商品交易市场上供应链的缺口，并缩

短商品产地与需求者的距离，为国内与国际客户提

供适当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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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悉缺口并为

供应链的每个节点提供

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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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积极寻求与供应商、客户及了解我们资产潜力的投资者建

立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方案。

美环拥有由供应商和客户组成的网络及专业团队。我们的愿景

是为股东、合作伙伴及客户创造长期的目标、服务和产品，并

在现有的供应商网络和客户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可持续和专

业化的特许经营。

身为业内领先的供应链管理公司，我们将现货商品转化为可消

费及客制化的产品，并提供以下服务：

愿景
美环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完善的资金结构

5

物流和运输服务 价格风险管理和对冲
买卖服务

结构和贸易融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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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美环的前身为恆展集团的商品交易部门。为了迅速回应市场转变

和需求，美环于2014年开始独立运作，负责基础金属与贵金属

的交易业务。

美环的故事始于一间负责基础金属转运及商品交易的办公室。

2015年，我们开始与一些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公司合作，进行

全球实物贸易。这些合作关系与美环强大的资本基础相辅相成，

使我们在价值链上处于交易市场的领先位置。

美环的公司总部设于香港，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总共在15个不

同地区进行了超过10亿美元的交易，每年贸易营业额超过15亿

美元。

2018年，美环正式成为新加坡金银市场协会的外国会员。如今，

美环是香港、中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大宗商品交易领域

公认的领导者，并为一些知名的国际银行、经纪商和贸易公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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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环被授予新加坡金银市场协会的外国会员资格。我们按照国内

外适用管理机构规定运作，努力成为一间值得信赖的公司。美环

相信，信誉是一间公司能否成为市场领导者的关键，同时也能激

励业内的各种同行。

信任与诚实是所有长期商业关系的基石，美环向客户保证：我们

的业务完全透明，且员工皆为拥有道德心、遵守法律的正直人士。

美环将商业道德视为成功商业的基本要素，我们将诚信放在首位，

并希望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建立互相信赖的长期关系。

企业理念
美环的业务核心为六个原则 —— 诚信、信誉、迅

速、能力、效率和创新。

每一项都代表美环标志中，六边形的一个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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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

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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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商品交易是动态的高度竞争行业。从价格随时会波动的不

稳定市场，到不同司法管辖区内不断变化的监管条例，美环能够

快速适应变化，巩固作为行业领导者的地位。

从贸易公司到金融机构，美环的管理团队由各个领域的领导者和

专家组成。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对市场的丰富理解，使美环比竞争

对手更具优势。

美环能在短时间内，为客户提供高效明确且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美环确保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且使命必达。

当今世界资讯发达，事物变化极快。凭借团队拥有的丰富知识，

我们能够充分理解客户的需求，并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迅速

能力

效率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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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环的经营理念体现在公司的每一个员工身上。在诚信、信誉、

迅速、能力、效率和创新六个原则的指引下，美环努力巩固在

业内的地位。我们渴望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为所有

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透明的商业模式和环境。美环不断革新交

易模式，尝试与生产者、物流和银行部门之间建立更好的合作

关系，努力为当前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创造革命性的改善。

美环置客户于业务运作的中心。我们拥有完善的服务，迎合客

户的需求。专业的知识、快速的响应能力、在全球市场提供流

动资产的能力、充足的资本、符合监管的组织地位，这一切为

美环建立了忠实的客户基础。

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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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环通过与交易市场内价值链上的各方建立长期、积极的关系，

进一步扩大客户群和供应链，建立可持续、互惠互利的商业关

系。

美环的员工所拥有的商品贸易技能和知识，让我们能够为客户

提供真诚和专业的见解。我们的员工乐于接受挑战，并希望成

长为富有经验、有高度适应力、能为客户提供最佳方案的专业

人士，并遵守企业社会责任（CSR）和反洗钱（AML）国际标

准。在未来，这些员工的执行能力及远见将继续帮助美环發掘

更多增长潜力。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将努力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让全球更

多的社群能够享用我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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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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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环目前已有一系列基础金属及贵金属的商品交易，并努力为

价值链增值。在亚洲保持着强大影响力的同时，美环在伦敦和

南美都设有网络办事处。我们拥有丰富的地理知识，知道如何

以低成本从全球各地采购金属。美环当今的重点，是扩大规模

并满足供应商和终端用户的不同需求。

随着市场环境变得越来越具竞争力和挑战性，能够针对需求模

式的变化迅速反应，使美环与众不同。与大多数国际金属交易

商不同，美环在贸易国家直接设立子公司运营业务，有助于我

们快速发展并与市场客户维持密切的贸易关系。我们与澳大利

亚、泰国和南美的市场主要参与者进行战略投资，确保在当地

的强大影响力，使美环拥有多样化的供应和客户基础。在全球

范围内的积极行动也增强了我们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

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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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环为各种商品和外汇对提供对冲方案。套期保值能够使市场参

与者提前锁定价格和利润率，以消除意外损失的可能性。我们将

帮助客户进行价格风险管理，并就对冲结构提出建议。

凭借我们的专家团队，美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以下

的交易解决方案：

1. 对冲解决方案

我们为客户提供创新的、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通过在多个司法

管辖区內的强大基础设施及一系列的贸易融资解决方案，我们能

在贸易与供应链中获得额外的价值，获得更高的利润。与单单从

事普通交易的传统公司相比，通过与客户和供应商分享额外的利

润也使双方的关系更为紧密。

2. 结构性贸易融资（S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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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独特的

产品和服务。我们的客户来自世界

十大银行和国际贸易公司，涉足范

围横跨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中国、印度、迪拜、伦敦、

土耳其、玻利维亚和香港。

美环的总部设于亚太地区的中心——

香港，这里拥有极佳的地理优势和

坚 实 的 基 础 设 施 。 我 们 也 在 马 来

西亚和新加坡，两个世界上最活跃

的港口城市和金融中心设立了办公

室，这些地点为美环开展业务提供

了战略优势。

环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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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马来西亚

美环的总部位于香港，一个重要且充满活力

的商业中心。作为两个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市

场——中国和印度的天然门户，美环战略性

地将业务植根于此处，以吸引该区与其他地

区的合作伙伴。位处全球最大贸易经济体之

一的地理优势，使香港成为一个进入亚洲市

场的绝佳平台。香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且拥

有强大和高效的金融市场，成为亚洲的主要

金融中心。

马来西亚拥有多元化的经济、多语种的劳动

力及不断扩大的人才储备，与邻国新加坡及

香港相比，美环（馬來西亞）更具有竞争优

势。我们大部分的业务运作扎根于马来西亚

的核心，包括营运、风险与合规审查、财务、

会计、内部审计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与

部门之间携手合作，为客户提供全面且完善

的服务。

新加坡

由于新加坡是大多数贸易公司和银行的亚洲总

部，美环（新加坡）享有位于全球枢纽港口中

心的地理优势。当地政府也致力于开发有利商

业发展的监管环境，这使得美环的新加坡办事

处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能够为其客户提供结

构化贸易融资（STF）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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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澳大利亚 玻利维亚-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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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环与SPC贵金属有限公司及日本业内龙头一起

建立了合资企业，成为了泰国最大的贵金属精炼

商和制造者。美环也与TCH制造有限公司建立了

合作关系，作为一间大型制造商和材料供应商，

TCH使我们在生产银颗粒方面享有优势，能够以

较低的成本出口到泰国买家手中。我们同时与泰

国三大贵金属公司进行谈判，期望获得战略性投

资。在拥有尖端技术的金属精炼厂和广泛的买方

网络支持下，能够直接进入当地金矿也帮助美环

获得了低于市场价格的黄金。

美环与澳大利亚的一家中型炼油厂合作，确保

了澳大利亚矿山的金属直接供应。利用我们不

断增长的供应网络，我们期望香港及泰国买家

均受益。在这之后，我们还会将玻利维亚的精

矿运往澳大利亚的提炼厂，继续在减少成本这

一方向上努力。

南美洲优质的金属精矿闻名于世，来自世界各

地的知名公司皆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了业务。美

环正努力投资以生产铅锌为主、金银为附产品

的精矿，这将为我们进入世界最大金属存储库

提供立足点，并降低我们的整体金属成本。这

不止巩固了美环的市场领先地位，也增强了我

们在供应链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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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环，我们以诚实、正直和真诚来经营事业。企业社会责任

是美环商业运作的核心。我们的筛选程序、预先進行的严格评

估和积极的项目监督，有助于确保公司运作符合标准。

遵守国际反洗钱（AML）及国际反恐融资（CTF）的标准是

美环团队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员工接受严格的培训，能够跟上

市场的变化和管理机构的规章制度。我们确保为客户提供的所

有贵金属均符合伦敦黄金白银市场协会、伦敦铂和钯市场协会

建立的合格交割标准。

美环清楚了解培育未来市场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向清华大学捐

赠资金，帮助学生完成高等教育。美环相信，今天的孩子將会

成为明天的主人；为人才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就是美环的愿

景。

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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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完成阅读及不打算保留本册子，请与有兴趣的读者

分享或弃于纸类回收箱中，谢谢。



美环有限公司 (1899698)

www.perfecthexag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