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銀行成立後不久，即於1917年9月24日在香港設立分號，利用香港

的地域優勢，發展國際匯兌業務。此時的香港，進出口業務多操控在外國銀

行之手。香港中國銀行(簡稱「港中行」)抓住「九廣鐵路」通車後眾多移民

南下、香港人口快速增長的機遇，從進出口貿易及華僑匯款入手，積極拓展匯

兌及其他銀行業務，經營收入迅速增長，分號於1919年升格為分行。

抗日戰爭爆發後，港中行積極協助國民政府在海外籌集抗戰資金，並將

海外華僑的大批外匯捐款和實物及時轉交給國民政府及八路軍。由於日軍封

鎖航道，造成港幣鈔票短缺，港中行將中國銀行五元紙鈔借予港英政府，改造

為一元港幣使用，以解市場急需。抗戰勝利後，港中行大力扶持內地紡織企

業家在港辦廠，在艱難的環境中，全力支持香港輕工業起步，為香港戰後

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繼港中行落地生根之後，鹽業銀行香港分行(1918年)、廣東省銀行香港

分行(1929年)、中南銀行香港分行(1934年)、金城銀行香港分行(1940年升格

為分行，1936年為辦事處)、國華商業銀行香港分行(1938年)、浙江興業銀行

香港分行(1946年)、新華銀行香港分行(1947年)、集友銀行(1947年)、寶生銀

號(1949年，後改名寶生銀行)、南洋商業銀行(1949年)等陸續在港成立。新中

國誕生後，上述各行及1961年成立(1962年開業)的華僑商業銀行在中國銀行

駐港總稽核室的統一領導下，共同撐起了香港中資金融業的一片天空。

 1917年中國銀行香港
分號開業時的員工名
冊。

( 1 9 1 7 - 1 9 4 9 )

 貝祖詒(1892-1982)，江蘇蘇州人。1914年加入
中國銀行，先後擔任廣州、香港、上海分行經理，
總行副總經理及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

 貝祖詒與家人合影。

貝祖詒曾使用
的名章及名片。

 港中行發售的救國公債。

 港中行發售的同盟勝利公債。

 1940年代，港中行全力支持紡織企

業買地蓋廠、生產分銷，助力香港輕工業

起步。

早期香港的紡織車間。

1938年，國民政府財
政部長孔祥熙致函港
中行，要求查收辦理
香港及海外同胞的捐
款。

 鄭鐵如(1887-1973)，廣東潮陽人，
1921年加入中國銀行，1928年
至1965年任港中行經理，並於
1962年後任中國銀行董事會
常務董事，為中國銀行服務達
52年。

 中央銀行簽發予中國銀行及港中行
的救國公債收條。

概述
 1917年9月24日，中國銀行在香港上環文咸東街47號設

立分號，開業時員工不足10人。1919年2月，香港分號升格為

分行，由貝祖詒任分行經理。

 中 國 銀 行 總 行
1919年2月發文，
將分號升格為分
行，委派貝祖詒為
香港分行經理。

 1921年9月，港中行因應業務發展需要，遷入皇

后大道中4號樓宇辦公。1928年，鄭鐵如接替貝祖

詒出任港中行經理。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發售救國公債，並指

定港中行作為救國公債海外發售及捐款資金的總經收機構。

港中行承擔了這項艱巨的任務，鼎力協助籌募抗戰資金。

發展壯大  遷入新址

 港中行積極協助募集

及轉交海外華僑的外匯捐

款和實物予國民政府及八

路軍。1939年1月29日，八

路軍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

聯名致函港中行表示感謝。

貝祖詒曾使用
的名章及名片。
貝祖詒曾使用貝祖詒曾使用

 1922年，港中行成為中國銀行
紙幣發行第四區區域行，代理
中國銀行總行行使發鈔職能。 

港中行位於皇后大道中4號的
辦公樓宇，門楣上「中國銀行」
的字跡清晰可見。



創建分號  升格分行

支持香港工業起步

發售救國公債  籌募抗戰資金 募集華僑善款  全力支持抗戰

 港中行發售的救國公債。

 港中行發售的建設金公債。

 1938年12月1日，國民政府財政部指
示將「寒衣捐款」匯給蔣夫人(宋美齡)
核收的公函和中國銀行匯款收條。

 1940年代由中央信託局、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聯合發行的「節約建國儲蓄券」
壹仟圓券。 

 1939年1月29日，八路軍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等感謝
港中行的聯名信函。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

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向駐港機構發出「保護國家財產，聽候接收」的命令。

港中行收到該命令及北京總管理處通電後，率先響應，為海外中資機構回歸

新中國作出了表率，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讚揚。 

港中行於1950年3月在香港中環德輔道中興建辦公大樓，1951年11月落

成的中國銀行大廈成為香港當時最高的建築。此後每逢國家重要節慶日，

大廈內外都張燈結彩，以示慶祝。2009年中國銀行大廈獲香港特區政府古

物古蹟辦事處評選為一級歷史建築。

朝鮮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對華採取經濟封鎖和物資禁運，國家外匯收

入受到嚴重打壓。為擴大僑匯收入，港中行專門設立華僑服務部，廣攬僑匯，

有力地支持了「反封鎖、反禁運、反凍結」鬥爭。

1960年代，中國銀行將香港中資銀行上存的外匯存款貸予交通部，支持

國家遠洋運輸船隊建設。港中行及姊妹行在積極為國創匯、試行人民幣計價結

算以應對英鎊貶值和世界金融動盪、開辦人民幣存款業務、以及研究國際經

濟金融資訊等方面，為國家作出了積極貢獻。

概述
 1950年1月9日，港中行響應周恩來總理「保護國家財產，

聽候接收」的命令，率先起義，接受新中國的領導，為中資銀行

作出了表率。

 1951年11月，中國銀行大廈落成，樓高

72米，是香港當時的最高建築。每逢國家

重要節慶日，各界來賓會聚集於此，共同

慶祝。

 1951年，港中行專門設立華僑服務部，服務僑胞，廣攬

僑匯，為國家補充外匯來源。港中行還遵照周恩來總理指示，

深入研究國際經濟金融發展情況，為國家及時瞭解世界經濟

金融形勢提供參考。

 1964年，中國銀行向國務院

的提議獲得批准，由中行提供外匯

購買和建造新船，為發展我國遠洋

運輸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1968年底，港中行及姊妹行在港澳地區試行

人民幣計價結算，並於1970年開展人民幣存款

業務。

 港中行及姊妹行積極開展小額

放款業務，扶持本地中小企業成長。

 鹽業銀行「關於開展小額放款的試行辦法(草案)」
明確放款對象為農民、漁民、小商販等，放款用途
為解決其生產或經營周轉之用。

媒體關於周恩來總理發
出命令及港中行覆電的
報道。

 1950年1月13日大公報關於港中行
接受新中國領導的報道。

 港中行鄭鐵如經理在員工大會上宣佈接
受新中國和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的領導。

 中國銀行大廈落成時的中環面貌。

 中國銀行大廈全貌。

 大廈奠基儀式。

 港中行於1951年、1952年制訂的《華僑服務
手冊》。

 港中行於1970年編印的《專題資料》及1973年編印的金融研究
文件。

 港處發予鹽業銀行「關於人民幣僑匯
電報不註明原幣金額」的通知。

 中南銀行代收人民幣定期存
款記錄簿及代辦人民幣存款開
戶書。

 港處對新華銀行
有關內地對港出
口託收的文件。

 港匯遠期買入
牌價文件。

 港中行開辦人民幣存款業
務簡章。

率先起義  接受新中國領導 廣攬僑匯  支持反封鎖反凍結 開辦人民幣業務

興建中國銀行大廈

扶持香港中小企業

支持國家組建遠洋船隊

鹽業銀行「關於開展小額放款的試行辦法(草案)」
明確放款對象為農民、漁民、小商販等，放款用途



 港中行於1970年編印的《專題資料》及1973年編印的金融研究  港中行於1951年、1952年制訂的《華僑服務

重要節慶日，各界來賓會聚集於此，共同

慶祝。



1983年1月，港中行及港澳地區13家姊妹行組成「港澳中銀集團」，以

集團優勢為港澳經濟發展和內地改革開放發揮更大作用。港澳中銀集團通過

到內地開設機構、支持香港及海外工商客戶到內地投資辦廠、以及為內地企業

提供融資等多種方式，積極支持內地經濟發展。僅1979年至1989年的10餘

年間，港澳中銀集團向內地提供融資達180億港元，貸款項目達3,000多項，

重點支持了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

港澳中銀集團積極參與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先後參與了港九地下鐵

路、九廣鐵路、東西區海底隧道、葵涌貨櫃碼頭、大老山隧道、香港國際機場

等大型基建項目的投資。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中小企業發展，在各工業區主

動設立網點，直接為廠商提供金融服務；獨家贊助「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鼓勵有為青年投身工業發展；配合香港政府「居者有其屋」住房計劃，為廣

大市民提供「居屋」按揭貸款服務，幫助市民安居樂業。

在香港回歸祖國的過渡期，中國銀行於1984年決定興建中銀大廈，以

體現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中銀大廈由著名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樓高

315米，於1990年初落成啟用，列當年世界摩天大樓第七位。大廈落成後，

成為香港重要地標，並屢獲殊榮。

為維護過渡期香港的繁榮和穩定，1994年5月1日中國銀行成功發行港

幣鈔票，成為香港三家發鈔銀行之一。香港回歸祖國後，在亞洲金融風暴波

及香港，股市震盪暴跌的危機關頭，港澳中銀集團積極配合特區政府出手

救市，維護港元匯率穩定，協助特區政府打贏「金融保衛戰」。

概述
 港澳中銀集團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境外融資，鼓勵
香港工商業到內地投資，開辦合作或合營企業。

 1986年，中銀集團與香港同業聯合為內地
能源項目提供首筆在港集資銀團貸款。

 港澳中銀集團多次
赴內地考察。圖為
19 8 9年時任港澳
管理處主任黃滌岩
在廣東考察訪問。

 中銀集團電腦中心。

 港澳中銀集團成員。

 港澳中銀集團大力支持香港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先後參與

港九地下鐵路、九廣鐵路、東西區海底隧道及香港國際機場等

大型項目的融資。同時，配合「居者有其屋」計劃，積極為市民

提供房屋貸款，截至1991年，該類貸款較1978年增長22倍。

 香港國際機場貸款簽署儀式。

實現電腦聯機  成立港澳中銀集團 協助內地企業境外融資 發行港幣鈔票

支持香港大型基建  協助改善民生

 中銀大廈外觀。

 1984年8月18日，港澳中銀集團宣佈興建中銀

大廈，表達對香港前途的信心。

建築師貝聿銘出席中銀集團關於興
建中銀大廈的新聞發佈會，並介紹
設計理念。

 自1988年「香港青年工業家獎」設立以

來，新華銀行每年都獨家贊助，鼓勵青年工業

家為香港經濟發展作出貢獻。時至今日，中銀

香港依然全力支持這一獎項。
 1988年「香港青年工業家
獎」頒獎禮。

 2014年「香港青年工業家
獎」頒獎禮。

培養青年工業家

 1997年底，亞洲金融風暴引致香港股市震盪

暴跌，港澳中銀集團積極配合香港政府出手救市。

協助政府救市  抵禦金融風暴

興建中銀大廈

 1994年5月1日，中國銀行在
香港發行港幣鈔票，成為三家發鈔
行之一，以實力和信譽為香港的平
穩過渡提供了支持。

 中國銀行發行港幣鈔票慶典現場。

市民排隊換領新鈔。

 中國銀行發行港幣鈔票慶典現場。



 港澳中銀集團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境外融資，鼓勵
香港工商業到內地投資，開辦合作或合營企業。

 1983年11月14日港澳
中銀集團廣告。

1979年，港中行及姊妹行實現電腦聯機

「通存通兌」，並於1983年組成「港澳中銀集團」，

以集團合力支持港澳經濟發展和內地改革開放。

集團採用「 」作為統一標識，後被中國銀行總

行選用為中國銀行行徽。

 大公報關於港澳中銀集團推出
「通存通兌」的報道。



2001年10月1日，原港澳中銀集團10家銀行正式重組合併為中國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簡稱「中銀香港」)，並持有南洋商業銀行、集友銀行的

股份權益。2002年7月25日，中銀香港成功在港上市，成為首家在國際資本

市場通過首次公開招股上市的中資銀行。

2003年12月24日，中銀香港獲中國人民銀行委任為香港唯一人民幣清

算行。此後，中銀香港還直接參與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方案的設計，參與

「滬港通」、「深港通」等項目機制安排研究，並獲全部業務資格，始終引

領離岸市場人民幣業務創新發展。

2015年5月，為貫徹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優化集團海外佈局，中國

銀行決定將部分東南亞國家機構重組予中銀香港。中銀香港從此開啟了從

城市銀行向區域性銀行發展的新篇章。

過去一個世紀，中國銀行根植香江，心繫祖國，胸懷世界，見證了香港

經濟騰飛並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見證了香港順利回歸祖國，並為此作出

了應有的貢獻。與香港一同經歷了高低起伏，從逆境中堅韌恢復，並發展得

更好。百年風雨洗禮，傳承下光榮傳統與赤誠擔當，並不斷賦予新時代的文

化內涵。如今，中銀優良傳統和文化更加煥發出勃勃生機，夢想就在前方。 

 2003年12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委

任中銀香港為香港唯一人民幣清算行。

作為首家境外人民幣清算行，中銀香港

直接參與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試點方

案研究，參與「滬港通」、「深港通」

等項目機制安排研究並獲得全部業務

資格。

 2013年，田國立董事長提出「擔當社會責任，做最好的銀行」的戰略要求。2015年，

中銀香港提出新的發展戰略：跑贏大市，對標先進，確保領先中資同業，為鞏固提升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多作貢獻。在此發展戰略指引下，中銀香港業務穩步

發展，市場份額持續提升，業績屢創新高。

重組上市  強化公司治理

 2008年7月，中銀香港發行全球首套「北京

2008年奧運會港幣紀念鈔」以支持北京奧運會；

2012年2月，中銀香港發行「中國銀行百年華誕紀

念鈔票」，慶祝中國銀行百年華誕。以上紀念鈔

的淨收益均撥捐慈善用途。

發行紀念鈔 收益撥捐慈善

 2001年，港澳中銀集團合併重組為中國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並於2002年成功在港上市。

2006年，中銀香港母公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先後在香港、上海掛牌上市，成為首家完成

A+H股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

 2006年6月1日，中國銀行在港交所掛牌上市。

 奧運紀念鈔發行儀式。 

中國銀行百年華誕紀念鈔票發行
儀式及發售現場。

獲任香港唯一人民幣清算行

 201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人民幣國債發行儀式。

概述 擔當社會責任  做最好的銀行

 中銀香港業績屢創新高，
廣獲市場認可。

 2011年，時任總裁和廣北代表
中銀香港續簽人民幣業務清算
協議。

2011年，時任總裁和廣北代表

 201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人民幣國債發行儀式。

2006年6月1日，中國銀行在港交所掛牌上市。

2016年與2002年
存款、貸款、資產總額對比

客戶存款
億港元

客戶貸款
億港元

資產總額
億港元

31.12.2002

6,010

31.12.2016

15,075

5,000
15,000

10,000
20,000

HKD
25,000

31.12.2002

3,210

31.12.2016

9,731
31.12.2002

7,355

31.12.2016

23,278

 2015年以來，中銀香港圍繞創新發展、轉型發展、區域化發展、可持續發展，先後推出一系列改革
措施並取得明顯成效。圖為網點轉型推廣大會現場。

中銀香港提出新的發展戰略：跑贏大市，對標先進，確保領先中資同業，為鞏固提升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多作貢獻。在此發展戰略指引下，中銀香港業務穩步

發展，市場份額持續提升，業績屢創新高。

 2002年7月25日，中銀香港在港交所掛牌上市。
 2016年5月23日，中銀香港牽頭發起成立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
首任會長由中銀香港總裁岳毅擔任。

銀行」的戰略要求。2015年，

中銀香港提出新的發展戰略：跑贏大市，對標先進，確保領先中資同業，為鞏固提升香港國際

中心地位、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多作貢獻。在此發展戰略指引下，中銀香港業務穩步

最好的銀行

 2016年12月20日，中銀香港文萊
分行開業典禮及當地報章報道。

 2016年起，中銀香港先後收購母行馬來西亞、泰國機
構，設立文萊分行，亦正積極推進收購其他部分東南
亞機構工作，開啟了向區域性銀行發展的新篇章。

2016年12月20日，中銀香港文萊

 2016年起，中銀香港先後收購母行馬來西亞、泰國機

首任會長由中銀香港總裁岳毅擔任。

 中銀香港大力支持公益慈善，截至2017年，中銀香港及
慈善基金累計捐款超過5億港元。

獲任香港唯一人民幣清算行獲任香港唯一人民幣清算行獲任香港唯一

201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人民幣國債發行儀式。

 文匯報關於中銀香港獲得「滬港通」、
「深港通」全部業務資格的報道。

  強化公司治理
 2001年，港澳中銀集團合併重組為中國銀行

(香港)有限公司，並於2002年成功在港上市。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先後在香港、上海掛牌上市，成為首家完成

A+H股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

 中銀香港業績屢創新高，
廣獲市場認可。

2016
存款、貸款、資產總額對比

客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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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

31.1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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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7月25日，中銀香港在港交所掛牌上市。



 
ARC International
2003年ARC國際年報金獎：
「整體表現」金獎 

《亞洲貨幣》
「最佳本地銀行 –
(香港區)」

《彭博市場》
「全球最穩健銀行」
全球第2名及香港區首名

《銀行家》
「2009年全球100大
銀行品牌」之一

《亞洲銀行家》
「亞太及香港區最穩健銀行」
「香港區最佳零售銀行」
「最佳財富管理」
「香港區最佳現金管理銀行成就大獎」
「香港區最佳交易銀行成就大獎」
「香港區最佳企業貿易融資交易獎」
《亞洲金融》
「最佳金融機構交易」
「香港區最佳銀行–中資金融機構」
《亞洲銀行及財金》
「香港區最佳電子銀行項目大獎」
《全球金融》
「香港最佳個人電子銀行大獎」

《亞洲銀行家》
「亞太及香港區最穩健銀行」
「香港區最佳零售銀行」
《亞洲銀行及財金》

「香港最佳本地現金管理銀行」
「香港最佳網上證券平台大獎」

《亞洲貨幣》
「本年最佳股票交易」大獎

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
「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財資》
2013年最佳公司治理獎–白金獎

《銀行家》
「香港區最佳銀行」

2002

2008-2017

2003

2010

2009

2012

2013

2014

《亞洲貨幣》
「香港區最佳總體跨境現金管理服務(大型企業)」
《亞洲金融》
「香港最佳中資銀行」
「香港最佳中資外匯銀行」
《亞洲銀行家》
「亞太及香港區最穩健銀行」
《銀行家》
「香港區最佳銀行」

2015

2016

您 的 最 佳 選 擇

Your  Premier Bank

1970

7,500

15,000

22,500

30,00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6

數據：1970年至2000年為港澳中銀集團數據(交通銀行除外)；2001年至2016年為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數據。 

註：因出售南商，2016年資產總額少於2015年。

4,000

8,000

12,000

16,000

客戶存款 客戶貸款

數據：1970年至2000年為港澳中銀集團數據(交通銀行除外)；2001年至2016年為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數據。 

註：客戶貸款及客戶存款為持續經營業務，2016年數據不含南商及集友，2015年數據不含南商。 

資產總額

存貸款量
億港元

億港元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6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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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

1917年 中國銀行設立香港分號
中國銀行第一家境外機構

1951年 中國銀行大廈落成啟用
當時香港最高建築

1980年 發行首張信用卡 - 發達卡
全港首張通行港澳及中國內地的信用卡

1985年 加入MasterCard (萬事達)國際組織
首家參與國際信用卡業務的香港中資銀行

1990年 中銀大廈落成啟用
當時除美國以外世界最高建築

1993年 成功協助青島啤酒在香港上市
中國企業赴境外資本市場第一筆上市融資項目

1994年 成功發行港幣鈔票
唯一一家發行港幣鈔票的中資銀行

2009年 推出「百載人生」人民幣壽險計劃
全港首推人民幣壽險產品

2009年 協助財政部發行人民幣國債
首次在港發行人民幣國債

2011年 獨家牽頭華能集團8億美元海外收購銀團貸款
當時中國發電企業最大的海外併購

2012年 推出人民幣存鈔機
全港首台人民幣存鈔機

2013年 推出語音導航自動櫃員機
全港首台為視障人士而設的自動櫃員機

2005年-2016年
港澳銀團貸款市場安排行排名中連續12年第一

2016年 通過CIPS完成境外清算銀行跨境人民幣匯款
首筆境外清算銀行通過CIPS跨境人民幣匯款業務

2012年-2015年
連續4年在港按揭貸款筆數市場第一

1996年 成功發行40億港元浮息存款證
當時香港存款證發行史上發行額最大的5年期存款證，
亦錄得最多參與機構和認購金額

2001年 成功重組合併
當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金融資產合併

2002年 成功在香港上市
首家首次公開招股並在港上市的中資金融企業

2003年 與人民銀行簽署人民幣清算協議
境外首家及香港地區唯一人民幣清算行

2007年 為國家開發銀行發行人民幣債券
首筆境外人民幣債券

2008年 發行「北京2008年奧運會港幣紀念鈔票」
全球首次發行以奧運為主題的紀念鈔票

2009年 發行「中銀銀聯雙幣信用卡」(人民幣及港幣)
全球首張銀聯雙幣信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