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签证（IV)
重大投资者签证（SIV）投资服务

秉承优异投资传统
投资者签证（188C签证 | 188B签证）
投资 及 澳大利亚永久居民 888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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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 Minnett给予投资者明智的
投资建议和市场分析，持续为澳
大利亚几代人创造财富。

私人财富管理业务
 股票经纪
 投资建议和策略制定
 现金和定存
 财务规划
 养老金
 自管养老金
 退休规划
 房产规划
 可替代投资品
 重大投资者签证（SIV）

独家投资机会
Ord Minnett拥有企业金融，固定收益和投资研究团队，
为客户提供独家的投资机会。

为几代人创造财富
Ord Minnett由Charles Ord和Jack Minnett在1951年
成立， 二人于澳大利亚二战时期结识于皇家军队。Ords
的起源能够追溯到1872年，它通过与澳洲几家金融公司
的战略并购和收购不断壮大。一直以来，公司致力于优
质的服务，Ords的名字在澳大利亚投资行业备受尊敬。 

卓越的客户服务
Ord Minnett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将客户的预期视
为工作的核心。

Ords的公司规模能够为客户带来投资市场上最大的机
构们能够享有的权益，同时我们仍专注于为客户提供高
度私人化和定制化的服务，帮助客户实现财务和生活目
标。

凭借我们的实力，客户将能享受到来自专业财富管理团
队的服务体验与便捷。

Ord Minnett
引以为傲的卓越传统

Ord Minnett (简称：Ords) 是澳大利亚顶尖的财富管理公司， 覆盖全方
位的金融服务，包括股票经纪，财务规划，基金管理和投资组合管理。

发掘投资建议的价值
Ord Minnett致力于为全来自世界的投资者签证和重大投资者签证申请人们达成理
想投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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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 Minnett SIV投资团队
Ord Minnett的签证投资专家们能帮助投资者签证（IV）
和重大投资者签证（SIV）申请人建立和管理安全合规的投
资者签证解决方案。我们的方案完全透明且灵活，根据投
资者的个人风险偏好量身打造。Ord Minnett签证投资团
队提供全方面的IV和SIV咨询服务， 专业的投资团队是您
移民到澳洲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我们分析师的市场研究及对投资的见解将能够帮助您创造
并维护您家庭和下一代的财富。

Ord Minnett目前管理的投资金额已超过590亿澳元。 

我们的投资者签证和重大投资者签证服务
Ord Minnett为申请人提供的投资建议和方案符合所有满
足投资者签证-$250万澳元和重大投资者签证-$500万澳元
的资产类别，即

 创投和成长型私募股权基金(VCPE) 
 新兴及小型企业基金
 其他平衡投资组合选项

自2021年7月1日起实施的IV和SIV合规投资框架
 VCPE 20%
 新兴及小型企业基金30%
 平衡投资组合50%

20%

30%

50%

根据投资者签证和重大投资者签证的立法，投资将由澳
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监管的投资者直接投资服务
(IDPS)来进行管理。

Ord Minnett是投资者签证申请人的首选。
当您得到正确的投资建议时，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Ord Minnett的投资者签证（ IV）
和重大投资者签证（SIV）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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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流程
我们持续性的投资方式，能帮助我们确定最适当的投资
选择。

 宏观经济评估
 确定适当的资产配置
 深入研究并筛选符合条件的投资
 投资组合构建和投资选择
 投资组合监测

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行业以及IV & SIV签证的立法都
会发生变化。

我们会帮助您在申请IV或者SIV期间进行最适当的投资。
当您需要开始申请888永久签证时，我们也会协助您证明
所需要的在澳持续投资承诺。

ord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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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 中文服务 
Michelle Zhao 赵一明  
客户经理（普通话/广东话/英文/日文) 

 手机：+61 424 338 029 座机：+61 2 82166659 邮件：siv@ords.com.au 微信：mzhaosyd

与我们联系
欢迎与我们的专业团队讨论您的投资目标，构建符合您需求的投资者签证(IV)与重大投资者签证(SIV)的合规策略。

请通过下方邮件/电话/微信与我们联系，获取更多信息。

Brett Waller布莱特.沃勒
投资签证服务总裁
高级私人财富管理经理

 +61 2 8216 6503 

 bwaller@ords.com.au

Luke Headland 卢克.海德兰德
投资签证服务总裁
高级私人财富管理经理

 +61 2 8216 6478 

 lheadland@ords.com.au

网站：ords.com.au/significant-investor-visa-siv-ord-minnett-ords

悉尼办公室：Level 8, 255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墨尔本办公室：Level 22, 35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香港办公室：中环都爹利街11号 律敦治中心18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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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the Value of our Advice
Ord Minnett is the trading brand of Ord Minnett Limited ABN 86 002 733 048, holder of AFS Licence Number 237121, and an 
ASX Market Participant. Ord Minnett Limited and/ or its associated entities, directors and/or its employees may have a material 
interest in, and may earn brokerage from, any securities referred to in this document. This document is not available for 
distribution outside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Hong Kong and may not be passed on to any third party or person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Ord Minnett Limited.
Ord Minnett Hong Kong Limited CR Number 1792608 is licensed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CE number BAI183) 
for Dealing in Securities (Type 1 Regulated Activity); Advising on Securities (Type 4 Regulated Activity); and Asset Management 
(Type 9 Regulated Activity) in Hong Kong.
Ord Minnett Limited believes tha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has been obtained from sources that are 
accurate, but has not checked or verified this information. Except to the extent that liability cannot be excluded, Ord Minnett 
Limited and its associated entities accept no liabili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any error in, or omission from, this 
document.
This document is intended to provide general securities advice only, and has been prepared without taking account of your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or needs, and therefore before acting on advice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you should consider its 
appropriateness having regard to your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nee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