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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專業服務是

的重要一環，有助客戶計劃
未來及達成理財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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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利的經營環境中，尤其為下半年，
恒生的多元化產品及服務組合，有助適應
市場轉變。本行的強勢品牌，亦證明是
本行有別於同業的重要優勢。

這有助本行於2008年上半年維持溢利增長，以及減輕下半年金融風暴對

本行業務的影響。

於年內，透過積極加強客戶關係管理，以及全面的信貸風險評估系統，

令本行能把握良機，拓展優質貸款業務。總客戶貸款上升 7%，達港幣

3,312億元。

客戶存款（包括發出之存款證及其他債務證券）增加2.3%，達港幣

6,045億元，主要由於客戶之投資態度更趨謹慎，令港元及美元

儲蓄存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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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理財業務
個人理財業務之除稅前溢利下跌

29.4%，為港幣 84.1億元，主要

由於下半年市場波動，理財業務收

入因而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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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利息收入維持穩定，為港幣 87

億元。信用卡業務及私人貸款增

長，抵銷了存款及按揭貸款息差收

窄之影響。 

非利息收入下跌43.4%，原因是投

資氣氛轉差，令收取服務費之投資

業務顯著放緩。

於 2008年上半年，理財業務收入

保持增長，上升 2 . 2 %，達港幣

35.18億元。由於新做人壽保險業

務有良好增長，加上本行迅速地將

銷售重點轉移至防守性較強的投資

產品，以及外滙交易業務增加，均

有助減輕下半年經濟環境對本行的

影響，但 2008年全年之理財業務

收入仍下跌37.6%，為港幣53.89

億元。

投資服務收入下跌40.8%，反映投

資活動減少及股票價格下挫。本行

於人壽保險市場的領導地位，令保

費收益淨額增加港幣26.29億元。

本行對人壽保險基金投資組合加強

管理，2008年的淨利息收入因而

增加47.5%，亦有助將下半年之投

資虧損收窄至港幣3,500萬元，而

上半年之投資虧損則為港幣 10.3

億元。整體而言，保險收入下跌

29.4%，為港幣16.97億元。

本行推出為學生而設的「恒生

Green Banking」及一款新信用卡，

均有助增加本行於主要客戶群之吸

引力。

投資服務
2008年股票市場轉差，本行善用

多元化理財組合及能夠迅速回應市

場需求的優勢，推出較為保守的投

資產品，以迎合市場需求。本行推

出三種新的100%保本結構性投資

產品，以及六隻新保本基金。

本行備受信賴的品牌，以及能周全

地為客戶開發及挑選產品的良好聲

譽，是本行的重要競爭優勢。本行

成功在市場波動中吸納新客戶，

客戶投資戶口數目較 2007年增加

5%。有助本行在投資者回復信心

後，把握爭取更多投資業務的

機會。

隨著客戶減少股票投資，本行採取

多項措施，成功促進外滙及黃金孖

展業務，相關收入增加 4.4%，孖

展交易戶口數目亦上升7.4%。

本行其中三隻基金在「理柏香港

基金年獎 2008」中獲選為「最佳

基金」，進一步鞏固恒生的品牌

實力。

積極加強

                         管理

47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香港業務



同時，本行亦致力提升服務，透過

加強及擴展服務渠道、提高交易效

率及簡化認購程序，讓客戶可以更

便捷地把握各種投資機會。

此等發展均有助本行的投資服務盈

利於 2008年上半年保持增長，但

卻被下半年投資氣氛急劇轉差所抵

銷。來自證券經紀及有關服務費

收入較 2007年減少 31.5%，為港

幣13.59億元。投資基金收入下跌

35.3%，為港幣10.84億元，而營

業額亦減少69.6%。來自結構性產

品之收入亦順勢下跌40.9%，為港

幣8.82億元。

本行管理的資金（不包括私人銀

行業務）下降至港幣 515億元，較

2007年減少 37.3%，主要由於資

金的市值下跌所致。

私人銀行業務收入下降75.4%，管

理之資產亦下跌42%。 

保險業務
本行為客戶提供適合不同人生階段

的周全理財及醫療保險方案，令本

行之人壽保險業務以新做定期繳付

年度保費計算，於 2008年首三季

繼續高踞香港市場首位，市場佔有

率亦同時增加。

本行進一步為旗艦人壽保險產品 

— 「自選入息保」人壽保險計劃注

入新特色，提供更佳保障及更多之

入息期選擇。本行曾就市民退休之

財務準備情況進行調查，以及推出

一系列之市場推廣活動，均有助客

戶注意本行提供之退休保障方案。

本行為家庭及個人客戶提供適合人

生各個階段的保險方案、利用多元

化市場推廣及銷售渠道，以及加強

銷售轉介機制以吸納新客戶，成功

地加強保險業務之市場滲透。人壽

保險保費收益淨額因而上升28%，

為港幣120.23億元。

本行的網上銀行服務仍是銷售個人

保險產品的重要渠道，包括旅遊保

險、家居保險、個人意外保險及家

庭僱傭保險等。與 2007年比較，

經網上投保的新做年度保費增加

32%。

消費貸款
如不包括政府「居者有其屋計劃」

之住宅按揭貸款減少，個人貸款增

加3.6%。

本行推出一系列吸納信用卡新客戶

及促進信用卡消費之活動，有助提

升信用卡市埸佔有率，亦令信用卡

客戶基礎、信用卡貸款及信用卡消

費，分別增加 13.4%、13.1%及

15.9%。

私 人 貸 款 業 務 較 上 一 年 增 加

18.9%，為港幣 33億元，市場佔

有率亦上升至8.2%。

經營環境競爭激烈，本行提供各項

優質服務例如網上按揭服務及按揭

顧問服務，令提供予個人之住宅按

揭貸款上升4.4%。雖然2008年下

半年按揭業務放緩，但本行仍能維

持市場佔有率。

由於按揭貸款收益率收窄，本行將

抵押貸款業務轉為多元化，並以貸

款質素及利潤為重點。於 2008年

10月，本行推出恒生Asset Link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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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透支服務，客戶可以多項資產

作抵押透支，有關服務深受市場

歡迎。

商業銀行業務
業務環境充滿挑戰，商業銀行業

務仍有良好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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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下跌

8.6%，為港幣 24.7億元，原因是

經濟環境轉壞，令貸款減值提撥增

加港幣6.88億元。

淨利息收入增加 2%。平均客戶貸

款增加 14.5%，在信貸緊縮的環

境中，新做及續期貸款的息率均有

上升。出口活動減少及商品價格下

跌，貿易融資因而下跌15.3%。貼

現融資上升 2.8%。利率低企亦令

存款息差收窄。

本行憑藉穩固的客戶關係拓展企業

理財業務，有關收入增加 4.5%。

本行進一步加強及改良產品，令來

自企業人壽保險業務之收入上升

96.6%。

本行繼續向零售業客戶推廣全面理

財方案，令來自信用卡商戶收單業

務之服務費收入上升27.2%，而商

業銀行新客戶數目，亦較 2007年

上升5.5%。

本行繼續拓展服務渠道，並於兩間

商務理財中心為商業銀行客戶提供

自動化銀行及櫃檯服務。

恒生中國透過與策略性夥伴興業銀

行及交通銀行合作，組成更大之網

絡，成功推出特快中國滙款服務。

客戶可於香港即日滙款至內地約

100個主要城市。此項新服務有助

本行增加滙出滙款之市場佔有率。

本行在香港、內地及澳門之商業銀

行團隊緊密合作，成為本行爭取跨

市場業務的競爭優勢。於 9月，本

行推出一項新的品牌活動，目標是

將本行建立成為在香港及內地均有

業務之中型企業客戶之首選銀行。

企業銀行業務
企業銀行業務之扣除貸款減值提撥

前營業溢利增加36.3%。

淨利息收入增長37.4%。在不斷轉

變的信貸環境中，本行積極管理貸

款組合以改善貸款息率。本行爭取

機會敘做優質新貸款，平均客戶貸

款因而上升 7.9%。平均客戶存款

上升 5.4%，但受到存款息差收窄

之不利影響。

本行透過更緊密之跨業務合作，致

力令企業理財業務收入來源更多元

化，服務費收入因而上升16.5%。

   本行之

             以新做定期繳付年度保費計算，

        高踞香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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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增長港幣 1.7億元，或

35.8%，達港幣6.45億元。

財資業務
受惠於利好之利率環境，財資業務

之資產負債管理組合收益得以改

善，淨利息收入增加 104.4%，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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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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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為AAA

評級之票據。

隨著投資者對股票投資的興趣大幅

減少，本行開拓新商機，推廣與外

滙掛鈎及保本之投資產品。交易收

入因此增加至港幣6.41億元，亦有

助進一步將財資業務收入多元化。

經營環境競爭激烈，客戶均注重品

牌實力、服務渠道及定價。本行加

強商業銀行業務、個人理財業務以

及資訊科技團隊之合作，透過廣泛

的服務網絡，為客戶提供更便捷的

交易渠道，尤其以網上服務及手機

作交易平台為重點。

扣除信貸風險準備前之營業溢利上

升98%，為港幣30.37億元。雖然

財資業務積極而審慎地進行資產負

債管理，但信貸進一步緊縮及經濟

情況轉壞，對資產負債管理組合部

份投資帶來不良影響，因而有港幣

13.75億元之信貸風險準備。

來自財資業務之除稅前溢利上升

24.6%，達港幣22.79億元。

科技
科技及電子渠道繼續成為向客戶提

供便捷服務渠道的重要角色。於

2008年 12月，透過網上及自動化

設備進行之客戶交易，佔有關交易

總數之76.7%，較2007年上升1.5

個百分點。

於 2 0 0 8年底，登記使用本行個

人網上銀行服務之客戶超過 87萬

人，增幅為 14%。商業網上銀行

客戶數目亦上升 26.5%，接近 6.5

萬個。

市場環境瞬息萬變，本行利用科技

令個人客戶可以隨時隨地享用更靈

活方便之理財服務。本行提升網上

證券交易服務的效率，以及簡化透

過每月投資計劃於網上認購股票及

單位信託基金之程序。於網上認

購之投資基金，佔有關認購總額

63.1%，2007年則為38.4%。

隨著客戶對外滙及黃金市場的興趣

增加，本行將有關之交易平台擴展

到手機，令本行的零售孖展交易額

於10月份創新紀錄。

本行繼續擴展自動化服務網絡，

並在港鐵站及主要的商業地區，

設 置 更 多 的「 存 款 快 」機 及

「入票快」機。

   電子渠道繼續成為

向客戶提供              

     服務渠道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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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大學／大專學生而設之「恒生

Green Banking」戶口，提供方便及

安全的網上銀行及電子繳費服務。

本行提供增值網上服務，包括

「網上優先訂票服務」( e - P r i o r i t y 

Booking)，為客戶提供一個快捷及

安全的途徑，購買由本行贊助的演

唱會及其他表演之門票。這些增值

服務有助本行吸引年輕的客戶群。

為實踐可持續發展的承諾，本行推

廣「e-投資通知書服務」，讓客戶選

擇以電子形式收取部份銀行文件，

包括外滙及黃金孖展交易通知書，

以減少耗用紙張。本行推行文件電

子化，現在每年大約可節省 1,000

萬張紙。

科技發展有助本行在困難的經濟環

境下，透過提升客戶關係管理及縮

短滙款及處理申請的所需時間，對

商業客戶提供支援。本行在其網頁

內增設「創業指南」，為有意成立中

小型企業的人士提供意見。

於2008年8月，本行為商業客戶推

出網上證券交易服務，進一步加強

企業理財服務範圍。於 12月，商

業客戶使用這項服務進行之證券交

易，佔有關交易總額的29%。

與 2007年比較，透過互聯網進行

的商業銀行交易數目增加27.8%。

來自商業客戶之網上銷售及交易相

關收入，亦上升28.9%。

恒生指數
本行全資附屬公司 – 恒生指數有限

公司（「恒生指數公司」）於 2008年

加強指數服務，透過推出新指數，

配合投資者對內地股市的濃厚興

趣，並在不斷轉變的市場中為投資

者提供進一步支援。

恒生指數公司於 2008年 6月推出

「恒生神州 50指數」，包括首 50家

市值最大並在香港及／或中國內地

上市的公司，為量度跨巿場中國投

資表現提供了基準。 

 

於 9月推出的恒指短倉及槓桿指數

系列，由 6項短倉及槓桿指數組

成，它們分別與恒生指數及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掛鈎，以滿足巿場對反

映投資策略的指數的需求。

恒生指數於10月推出「恒生房地產

基金指數」，以追蹤房地產投資基

金的表現。

恒生指數公司現時共編算 86隻公

開發佈的指數，包括 43隻為實時

股價指數，以及 43隻於每日收市

後編算及發佈的指數，其中 31隻

為追蹤市場上內地股份之指數，除

公開發佈之指數外，恒生指數公司

亦因應客戶要求而編算指數，以配

合對特定指數的不同需要。

於 2 0 0 8年，恒生指數期貨及期

權之買賣數量，較 2 0 0 7年上升

15.9%；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期貨及

期權之買賣數量，則上升30.2%。

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追蹤上

述兩隻指數之交易所買賣基金之總

額，超逾港幣6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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