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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報告

本行的周詳業務策略、備受信賴之品牌以及審慎業務

經營方針，有助減輕環球金融海嘯帶來的影響。本行

及早加強管理客戶貸款之信貸風險，以及財資業務資

產負債管理組合，並透過出售股票組合，大幅減低持

有股票之風險，令本行之資產負債表質素得以加強。

本行繼續為長遠業務發展進行投資之同時，仍能有效

地控制成本。本行的四項核心業務，其中三項均錄得

收入增長，但盈利能力則受到貸款減值提撥及其他信

貸風險準備增加之不利影響。

於 2008年上半年，個人理財業務保持良好收入，但

下半年則由於投資氣氛欠佳，令服務費收入及交易收

入顯著下跌，全年之除稅前溢利因此下跌29.4%，為

港幣84.1億元。扣除貸款減值提撥前之營業溢利下降

30.2%，為港幣84.67億元。

本行以多元化的產品及能夠迅速回應市場需求的優

勢，維持理財業務的領導地位，其中保險業務之發展

尤其理想。理財業務收入於上半年有所增長，然而，

下半年由於金融市場急劇衰退，令收入增長放緩，全

年收入因而下跌37.6%。

淨利息收入維持穩定。本行成功之信用卡組合，以及

謹慎地拓展私人貸款組合，均有助彌補存款及按揭貸

款息差收窄帶來之影響。本行信用卡業務以信用卡客

戶基礎、信用卡消費及應收賬項計算，市場佔有率均

有所增加。

商業銀行業務達致更多元化的收入來源，各項主要業

務之收入，均較上一年有所增加。扣除貸款減值提撥

前之營業溢利上升6.5%，為港幣23.54億元。然而，

經濟環境欠佳，令貸款減值準備增加，除稅前溢利因

而下跌8.6%，為港幣24.7億元。

本行善用龐大之商業客戶基礎，選擇性地增加客戶貸

款，令平均客戶貸款增長 14.5%。由於商品價格下

恒生之2008年業績，反映經營環境困難，
尤以2008年下半年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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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及國際貿易放緩，導致貿易融資較 2007年減少，

而貼現融資則有所增長。來自貸款之淨利息收入上升

14.7%，但部份升幅被利率下降令存款息差收窄所抵

銷，總體淨利息收入只上升2%。

商業理財業務之其他營業收入上升11.8%。企業理財

業務收入增加4.5%，佔總營業收入10.4%。在本行加

強提供企業人壽保險產品及銷售培訓的配合下，收入

上升96.6%。

本行成功推出特快中國滙款服務，令本行之滙出滙款

市場佔有率有令人鼓舞之改善。本行為零售業客戶提

供全面理財方案，有利爭取更多信用卡商戶收單業

務，相關收入因而有良好增長。本行之信用卡商戶服

務仍為本行吸納新客戶之有效渠道。於2008年本行新

增之商業客戶數目，較2007年增加5.5%。 

企業銀行業務之扣除貸款減值提撥前營業溢利增加

36.3%，為港幣8.15億元。除稅前溢利增長35.8%，

達港幣 6.45億元。淨利息收入增長 37.4%，平均客

戶貸款及平均客戶存款，亦分別上升7.9%及5.4%。

本行一貫審慎地控制資產增長，令企業銀行業務於

2008年可以為客戶提供新貸款或續期貸款，並取得

已反映風險之理想回報。來自貸款之淨利息收入，

增加45.3% 。

財資業務之扣除信貸風險準備前營業溢利錄得98%增

長，達港幣30.37億元。營業溢利上升8.3%，為港幣

16.62億元。

受惠於利好之利率走勢，令資產負債管理組合之淨利

息收入增加104.4%，為港幣26.82億元。於2007年

底國際金融危機浮現之時，本行已採取措施，以減低

資產負債管理組合之信貸風險，於2008年內，本行積

極出售部份可轉讓投資工具，以加強債務證券組合之

信貸質素。於2008年第四季，本行選擇性地投資於優

質債務證券，大多數為AAA評級之票據。然而，由於

下半年信貸進一步收縮及經濟環境轉差，對財資業務

部份資產負債管理組合帶來不利影響。因應投資者對

股票之興趣減少，本行成功地推廣與外滙掛鈎之投資

產品及保本投資產品，以拓展交易收入。

除稅前溢利包括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上升24.6%，為

港幣22.79億元。

本行進一步擴展內地業務範圍及網絡，客戶及存款基

礎因此均有顯著增長。本行於興業銀行之投資，亦繼

續有良好之回報。

 

本行內地全資附屬子銀行恒生銀行（中國）有限公司之

網點增至33個，遍及11個城市。內地全職員工人數增

加32.2%至1,450人。本行加強客戶關係管理，有助

推動理財業務之發展。

恒生中國之總營業收入上升 63.7%，但由於進一步

對服務網點之投資及增聘員工、持有的美元資本以人

民幣重估出現外滙虧損，以及貸款減值提撥增加之影

響，除稅前溢利因而下跌。

連同本行於興業銀行之應佔溢利，內地業務佔本行總

除稅前溢利11.9%，2007年則為6.5%。

本行以人民幣8億元認購煙台市商業銀行20%經擴大

後股本之交易，已於2008年第四季完成，該銀行乃山

東省最大之城市商業銀行之一。此項投資加強了本行

在內地發展迅速之環渤海經濟區之業務據點，並可補

足本行現時內地業務較集中於珠江三角洲及長江三角

洲一帶之情況。

繼2006至2007年成功展開品牌推廣活動後，本行於

2008年增加投資建立品牌，藉此加強本行之專業理財

夥伴形象，並吸引主要客戶群。

財務概況
2008年股東應得溢利下跌22.7%，達港幣140.99億

元，主要由於下半年理財業務收入下降，以及貸款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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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提撥及其他信貸風險準備增加。於 2007年，本行

在興業銀行之投資被攤薄而帶來收益。若撇除此項收

益，股東應得溢利則下跌16%。

本行備受信賴之品牌及多元化產品與服務，有助維持

收入來源。於上半年，扣除貸款減值提撥及其他信

貸風險準備前之淨營業收入，增加 15.1%，但因市

道於下半年持續下滑，全年下跌港幣 17.19億元，或

6.9%，為港幣232.96億元。

扣除貸款減值提撥及其他信貸風險準備前之營業溢

利，下跌10.1%，為港幣165.01億元，淨利息收入有

穩健增長，被非利息收入之減幅，尤其是可提供服務

費收入之業務下跌，所抵銷。貸款減值提撥及其他信

貸風險準備增加381.9%，為港幣27.76億元，營業溢

利因而下降22.8%，為港幣137.25億元。

除稅前溢利為港幣 158.78億元，較 2007年同期下跌

26%，若撇除 2007年因策略性投資被攤薄之所得收

益，則下跌20.6%。

淨利息收入上升10.3%，達港幣162.32億元，乃由於

平均客戶貸款有11.6%增幅、重訂較高息率之貸款有

所增長，以及財資業務之資產負債管理組合收益率增

加。平均客戶存款上升 6.8%，但被存款息率收窄所

抵銷。淨利息收益率增加13個基點，為2.36%。受惠

於貸款資產有較高息率，財資業務組合收益率改善，

以及低成本客戶存款增長，淨息差上升 31個基點，

達2.15%。

淨服務費收入下降27.8%，為港幣49.69億元，主要

由於與投資服務相關之收入顯著下跌。本行成功促

進信用卡商戶收單業務，帶動信用卡服務費收入增

長24.4%，來自滙款及信貸便利之收入，亦有穩健增

長。本行之全面理財產品，有助投資相關收入於上半

年維持增長，然而，下半年投資活動急劇減少，來自

證券經紀及有關服務、零售投資基金及結構性投資產

品之服務費收入，均較2007年下降。

投資環境欠佳，亦影響了來自證券、衍生工具及其他

交易之交易收入。由於客戶對股票投資之興趣減少，

本行適時地推廣外滙掛鈎產品，帶動相關收入有令人

鼓舞之增長。總體而言，交易收入下跌13.3%，為港

幣14.55億元。

於2008年上半年，理財業務收入增長2.2%，為港幣

35.18億元，但全年則下跌37.6%，為港幣53.89億元。 

由於經濟不明朗因素增加，本行之多元化理財產品組

合，以及能迅速回應市場需求的優勢，令本行可以迅

速將銷售重點，轉移至較具防守性之產品。然而，投

資活動顯著減少，令投資收入下跌 40.8%，為港幣

36.92億元。私人銀行業務收入下跌75.4%。

本行加強提供退休計劃及退休保障產品，令人壽保險保

費收益淨額增加港幣26.29億元，或28%。於2008年

首三季，以新做定期繳付年度保費計算，本行之人壽保

險業務高踞香港市場首位，市場佔有率亦有所增加。

由於市場低迷，本行及早採取措施，保障人壽保險基

金投資組合。於2008年第二季，人壽保險基金投資組

合內之股票部份，大部份已被債務證券取代，令淨利

息收入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47.5%，而下半年的投資

虧損，亦大幅收窄至港幣 3,500萬元，而上半年之投

資虧損則為港幣10.3億元。總體而言，保險收入下跌

29.4%，為港幣 16.97億元，主要由於投資虧損港幣

10.65億元。

本行                                   及多元化產品

                                 與服務，有助維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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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支出上升港幣1.45億元，或2.2%，反映本行為內

地業務未來增長而作出投資。如撇除內地營運開支，

營業支出下跌2.7%，加上本行一貫嚴格控制成本，以

及與業績掛鈎之獎勵金減少，抵銷了薪金及租金支出

增加之影響。

自2008年起，本行根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採用「基

礎內部評級基準計算法」代替「標準計算法」計算資本

比率。於2008年12月31日，本行之資本充足比率及

核心資本比率，分別為12.5%及9.5%。

本行繼續獲得高信貸評級。穆迪投資服務及標準普爾

分別給予本行 B+的銀行財務實力及 B+的銀行基本實

力評級，均為香港銀行所獲的最高評級。恒生中國獲

標準普爾給予之本幣及外幣交易對手評級，分別為A+

（長期）及A-1（短期）；而穆迪投資服務給予之長期本幣

及外幣存款評級為A1，而短期本幣及外幣存款評級則

為Prime-1。

於 2008年 12月 31日，本行之股東資金（扣除擬派股

息）為港幣458.9億元，較2007年下降9.5%，主要由

於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所致。

總資產增加2.2%，達港幣7,622億元。於2008年底，

貸款對存款比率為54.4%，2007年則為52.2%。

總客戶貸款增加7%，達港幣3,312億元。

由於出口活動減少及商品價格下跌，貿易融資貸款下

降17.2%。貼現融資則增加2.8%。本行維持一貫之審

慎貸款政策，為企業及商業客戶提供貸款。

個人貸款（不包括「居者有其屋計劃」按揭貸款）上升

3.6%。受惠於信用卡客戶基礎及卡消費均有良好增

長，信用卡貸款上升 13.1%。雖然市場競爭仍然激

烈，在本行網上按揭服務之帶動下，住宅按揭貸款增

長4.4%。本行之私人貸款市場佔有率上升至8.2%。

在香港以外使用之貸款增加 10.2%，達港幣 358億

元。內地貸款上升3.7%，達港幣269億元。

由於經營環境日趨困難，貸款減值提撥因而增加。於

2008年12月31日，總貸款減值準備對總客戶貸款比

率為0.61%，2007年則為0.34%。總減值貸款對總客

戶貸款比率上升0.6個百分點，為1%。

客戶存款上升2.3%，為港幣6,045億元。定期存款、

發出之存款證及其他債務證券均有所減少，惟此等減

幅則因為儲蓄存款增長，以及恒生中國因戶口數目

增加及加強人民幣存款服務令其存款增長 91.8%，

所抵銷。

品牌
在經營環境日益困難之情況下，本行備受推崇之品

牌，凸顯本行相對於同業之優勢。

於2006年，本行推出綜合更新品牌推廣活動，進一步

增強客戶對本行的支持，以及提升恒生品牌於各主要

市場層面的認受程度。

透過推出由恒生知名客戶現身說法之電視廣告，藉此

推廣本行之中小企服務、投資、保險、網上銀行、信

用卡、商業銀行及優越理財服務。此等廣告獲得外界

好評，並成功帶出本行的專業及可靠形象。

本行推出創新產品，如恒生伊斯蘭中國指數基金，以

及方便之新服務，包括「流動電話交易服務」(Mobile 

Trading)、「網上優先訂票服務」(e-Priority Booking)及

「綠色銀行」(Green Banking)，均有助加強推廣本行之

理財服務形象，以及積極進取之業務精神。

本行以鮮明的綠色作為新企業顏色，並用於新分行之

設計。所有分行均換上新設計之招牌，而最近新開設

或重新裝修之分行，亦已採用新形象設計。透過贊助

流行音樂會及電視劇，加上新分行設計表達之活力形

象，均有助將本行企業形象年輕化，並加強與年輕一

輩之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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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行之調查顯示，本行在此方面所付出之努力，在

過去幾年已成功地提升本行之品牌，以及取得客戶尤

其為年輕及富裕客戶之認同。本行現為全港兩大銀行

品牌之一，有三分之一的零售銀行客戶，選擇以恒生

為其首選銀行。至於樂意將恒生向他人推介之本行零

售銀行客戶，較上一年增加13%。本行亦是中小企客

戶樂於向同業推介之兩個銀行品牌之一，超過40%之

本行中小企客戶，亦樂於將本行推介予同業。由2006

年起，本行已連續第三年獲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頒發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迎接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為2008年帶來新挑戰，未來一年亦會同

樣嚴峻。全球衰退加劇或會令本行之經營環境進一步

惡化。預期香港經濟於2009年會繼續收縮。

本行之穩健財務基礎、鞏固市場地位，以及卓越服務

文化，均是重要的競爭優勢。

本行備受信賴之品牌，成為深化與現有客戶關係，以

及建立新客戶關係的重要工具。本行會繼續以昭著信

譽、優良之業績紀錄，以及推出更多恒生品牌產品，

增加各項核心業務及於主要客戶群之市場佔有率。

經濟環境瞬息萬變，本行憑藉推出多元化投資及保險

產品組合，以及能迅速回應市場需求的優勢，會繼續

積極為客戶提供切合需要的理財方案。

本行於香港、內地及澳門之商業銀行服務團隊，將會

攜手為商業客戶提供有效率之「一站式」理財服務，並

會繼續擴展企業理財服務範圍。

在信貸進一步緊縮之環境下，本行會繼續致力支持本

行之中小企客戶。本行根據政府推出之經修訂「中小企

信貸保證計劃」及「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已批准超過

1,000宗申請，總貸款額接近港幣30億元。

財資業務會積極管理其多元化投資組合，並會提供針

對客戶需要之產品及有效率服務渠道，繼續審慎地拓

展非利息收入。 

增設業務網點及加強客戶關係管理，均有助恒生中國

吸納新客戶及拓展存款基礎，為未來之增長作好準

備。本行亦會善用與策略夥伴合作帶來的協同效益。

本行將繼續把握更新品牌推廣活動帶來之良好發展。

此乃本人發表之最後一份恒生年報，本人將自2009年

5月 6日舉行之本行股東周年常會結束時起，退任恒

生之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本人有幸自 2005年起加

入恒生工作，並且感謝本行董事會同人之支持及英明

指導，以及全體員工之勤奮盡責，全賴他們的努力付

出，令本行能成功地提升品牌與市場地位。本人亦對

廣大客戶及股東對本行之大力支持衷心感謝。

本人之職務將由現任滙豐集團總經理兼工商業務環球

聯席主管梁高美懿女士接任，本人謹祝梁女士接任新

職後工作順利。

去年雖然充滿考驗，但亦提醒本行不應低估眾志成城

的力量。

恒生明智的商業決策，以及提供優質服務的熱忱，是

贏取客戶信賴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本行亦受惠於

客戶的支持及信任。

恒生會致力與客戶、業務夥伴及當地社區緊密合作，

共同克服未來之挑戰，並把握持續增長的機會。

柯清輝
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香港  2009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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