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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说明的免责声明

本报告及相应的讨论可能包含涉及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前瞻性本报告及相应的讨论可能包含涉及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前瞻性
说明。这些说明的说明。这些说明的表述通常会使用前瞻性的字眼，例如相信、表述通常会使用前瞻性的字眼，例如相信、
期望、预期、预计、计划、预测、目标、可能、将会，或者某期望、预期、预计、计划、预测、目标、可能、将会，或者某
些行动可能或预期会在将来产生结果等等。阁下不应过份倚赖些行动可能或预期会在将来产生结果等等。阁下不应过份倚赖
此等仅适用于本报告发表日的前瞻性说明。这些前瞻性的说明此等仅适用于本报告发表日的前瞻性说明。这些前瞻性的说明
基于来自本公司以及其它我们相信可靠的来源的资料。本公司基于来自本公司以及其它我们相信可靠的来源的资料。本公司
的实际业绩可能远不及此等前瞻性说明，从而可能对本公司股的实际业绩可能远不及此等前瞻性说明，从而可能对本公司股
份和美国预托股份之市价造成不利影响。份和美国预托股份之市价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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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议题

香港银行业环境香港银行业环境

中国银行（香港）（中国银行（香港）（““中银香港中银香港””））
业务回顾业务回顾

20052005战略重点及前景展望战略重点及前景展望



香港银行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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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银行业环境

↑↑12.1%12.1%↑↑1.9%1.9%经营费用经营费用

↑↑6.0%6.0%↑↑3.5%3.5%经营利润经营利润

*   *   所有主要银行所有主要银行 (13)(13)

** ** 已公布已公布20042004年业绩银行年业绩银行 (11)(11)

↓↓90.0%90.0%↓↓13.1%13.1%贷款损失准备贷款损失准备

↑↑24.2%24.2%↑↑19.4%19.4%手续费收入手续费收入

↑↑0.1%0.1%↓↓3.8%3.8%净利息收入净利息收入

↑↑29.0%29.0%↑↑8.1%8.1%净利润净利润

20042004相对相对 2003**       2003**       

增增//减减 (%)(%)
20032003相对相对 2002*       2002*       

增增//减减 (%)(%)

20042004银行业经营业绩银行业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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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Banking Results2005 Banking Results

*   *   所有主要银行所有主要银行 (13)(13)

** ** 已公布已公布20042004年业绩银行年业绩银行 (11)(11)

↑↑10.2%10.2%↑↑8.7%8.7%总存款总存款

↑↑14.0%14.0%↑↑8.0%8.0%-- 其它其它

↑↑1.9%1.9%↓↓0.8%0.8%-- 按揭贷款按揭贷款

↑↑11.2%11.2%↑↑5.4%5.4%总贷款总贷款

↑↑13.3%13.3%↑↑11.2%11.2%总资产总资产

20042004相对相对 2003**       2003**       

增增//减减 (%)(%)
20032003相对相对 2002*       2002*       

增增//减减 (%)(%)

20042004银行业经营业绩银行业经营业绩

香港银行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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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净利润强劲增长净利润强劲增长 29.0%29.0%

创历史高位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创历史高位的净利润主要来自 ：：

较低的不履约贷款准备金较低的不履约贷款准备金

其它非经营性得益，如物业重估收益其它非经营性得益，如物业重估收益

***   ***   银行经营收益平均增加银行经营收益平均增加 6.0%   *** 6.0%   *** 

(( 90% 90% 相对相对 2003)2003)

(( 6.16.1% % 相对相对 200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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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HIBORHIBOR持续低企持续低企

存款利率低位徘徊存款利率低位徘徊

超过正常水平的超过正常水平的 primeprime--HIBORHIBOR息差息差

核心贷款业务价格压力持续核心贷款业务价格压力持续

30 30 bpbp

0.01%0.01%

******放款业务回报较高，但投资回报较低放款业务回报较高，但投资回报较低 *** *** 

净利息收入基本持平净利息收入基本持平 0.1%0.1%

-- 按揭贷款按揭贷款

-- 贸易融资贸易融资



8

香港 2004

强劲的手续费收入增长主要表现在强劲的手续费收入增长主要表现在 ::

零售消费改善零售消费改善

出口贸易增加出口贸易增加

强劲的手续费收入增长强劲的手续费收入增长 24%24%

较高的财富管理手续费收益较高的财富管理手续费收益

财资财资 / / 投资产品投资产品

保险产品保险产品

股票经纪股票经纪

贸易服务佣金贸易服务佣金

15.9%

10.8%



9

香港 2004

房地产市场、出口房地产市场、出口 / / 转出口贸易、居民消费改善转出口贸易、居民消费改善

就业状况持续好转就业状况持续好转

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好转经营好转

个人破产减少个人破产减少

信贷环境改善信贷环境改善

6.4%6.4%

******信贷成本下降信贷成本下降 ******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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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通缩结束通缩结束

就业市场改善就业市场改善

薪金存在调升压力薪金存在调升压力

ITIT投资增加投资增加

经营费用面临上升压力经营费用面临上升压力 12.1%12.1%

巴塞尔巴塞尔 IIII
新国际会计准则新国际会计准则

投资周期投资周期 ((自自20002000年后年后55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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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  ***  需额外资源投入需额外资源投入 ***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第，国际会计准则第3939及及4040条条

((采取国际标准采取国际标准))

巴塞尔协议巴塞尔协议 II (II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监管及会计准则改变监管及会计准则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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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第，国际会计准则第3939及及4040条条

主要影响主要影响

贷款准备金贷款准备金

证券及衍生工具价值证券及衍生工具价值

物业价值物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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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第，国际会计准则第3939及及4040条条

贷款准备金贷款准备金

会计准备会计准备 –– 采取独立评估或综合评估法采取独立评估或综合评估法

法定准备法定准备 –– 参照金管局指引提拨呆账准备参照金管局指引提拨呆账准备

一般准备的概念不再存在一般准备的概念不再存在

需待巴塞尔协会出台进一步指引重检一般准备金需待巴塞尔协会出台进一步指引重检一般准备金

指引：所需的会计准备预计低于行业目前实际的指引：所需的会计准备预计低于行业目前实际的
特殊准备和一般准备特殊准备和一般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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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第，国际会计准则第3939及及4040条条

证券及衍生工具价值证券及衍生工具价值

对金融工具的严格分类：持有至到期日（对金融工具的严格分类：持有至到期日（HTMHTM））,,

可供出售债券可供出售债券 （（AFSAFS））, , 和公允值反映至损益账内（和公允值反映至损益账内（ FVTPLFVTPL））

首度采纳时，允许重新选定金融资产的分类为首度采纳时，允许重新选定金融资产的分类为 FVTPL FVTPL 或或 AFSAFS

所有衍生工具的市价变动，须全数在损益账上反映，所有衍生工具的市价变动，须全数在损益账上反映，

而不是反映在对冲工具上而不是反映在对冲工具上

资金互换不再采取互换差价摊销的处理方法资金互换不再采取互换差价摊销的处理方法

对收入分类的改变对收入分类的改变

指引指引: : 新会计方法须一次性采纳，将会对收入新会计方法须一次性采纳，将会对收入 / / 费用费用
的计量带来长期的持续的影响的计量带来长期的持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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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第，国际会计准则第3939及及4040条条

物业价值物业价值

所有投资物业公允市价的变动，所有投资物业公允市价的变动，

须全数在损益账上反映。须全数在损益账上反映。

对自用物业没有影响对自用物业没有影响

指引指引: : 对银行没有显著影响对银行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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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4

巴塞尔巴塞尔 IIII

20052005年香港银行业须确定资本充足率的年香港银行业须确定资本充足率的

计算方法计算方法 ::

预计多数本港银行将采取标准法预计多数本港银行将采取标准法

高级内部评级法高级内部评级法 （（IRBIRB））

基础内部评级法基础内部评级法 （（IRBIRB））

标准法标准法

基本法基本法 （（特殊个案特殊个案 ））



中银香港业务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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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

中国银行（香港）中国银行（香港） （（““中银香港中银香港””））

20012001年年1010月月11日成立日成立

由由1212家香港注册银行合并组成家香港注册银行合并组成

20022002年年77月月2525日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日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控股公司）（控股公司）

中国银行持股比例约中国银行持股比例约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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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

香港三家发钞行之一香港三家发钞行之一

香港第二大银行集团香港第二大银行集团

部分主要统计数据部分主要统计数据 **

总资产总资产 :  7,:  7,520 520 亿港元亿港元

总市值总市值 :  1,:  1,406 406 亿港元亿港元

分行数量分行数量 : : 香港香港 287               287               

中国内地中国内地 1414

美国美国 11

**截至截至 20042004年年66月月3030日日

******请浏览网站请浏览网站 : : wwwwww.bochk.bochk.com.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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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业务重点

分散贷款组合风险分散贷款组合风险

增加消费市场渗透度

拓展手续费业务

致力于提高信贷业务回报

充分利用中国业务机会

提高管理层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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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贷款组合风险

贷款组合多元化贷款组合多元化

利用利用 RAROCRAROC和信贷平衡计分卡改善和信贷平衡计分卡改善

定价策略定价策略

不履约贷款率持续下降不履约贷款率持续下降 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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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渗透度

丰富产品种类丰富产品种类

巩固按揭及存款市场的领先地位巩固按揭及存款市场的领先地位

提高财富管理能力提高财富管理能力

整合零售销售网点整合零售销售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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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费业务

确保在零售经纪业务的绝对优势确保在零售经纪业务的绝对优势

扩张其它投资及保险服务扩张其它投资及保险服务

加强非信贷产品的创新工作加强非信贷产品的创新工作



24

信贷业务回报

调整企业贷款组合，提高中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调整企业贷款组合，提高中型企业和中小企业

比重比重

改善提高现有改善提高现有 RAROC RAROC 定价系统，并使用平衡计定价系统，并使用平衡计

分卡分卡

通过经改善的通过经改善的 RAROC RAROC 方法，选取目标组合重新方法，选取目标组合重新

定价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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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中国业务机会

调整中国市场业务模型调整中国市场业务模型

引入产品营销理念引入产品营销理念

充分利用与大股东充分利用与大股东((BOC)BOC)的关系的关系

引入全新的中国业务总部组织架构引入全新的中国业务总部组织架构

香港人民币清算业务香港人民币清算业务

中国中国VisaVisa银行卡银行卡 ((双品牌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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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管理层基础建设

新高层管理人员的到位新高层管理人员的到位

管理层职责结构的重新调整管理层职责结构的重新调整

持续开发各种管理工具持续开发各种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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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回顾
经营结果

股东应占溢利增加 85.3%
每股股息增加 64.1%

每股股息每股股息股东应占溢利股东应占溢利

百万港元百万港元 港元港元

64.1% 
64.1% YoY 

YoY 

85.3%85.3%YoYYoY / 12.7% 
/ 12.7% HoHHoH

5,581

3,012

4,951

1H2003 2H2003 1H2004

0.320.32

0.20

1H2003 2H2003 1H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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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回顾
股东资金回报率和总资产回报率上升

%
1H1H2003200322H2003H200311H2004H2004

* 2003 年平均

总资产回报率 1.48 1.32 0.82
股东资金回报率 18.19 16.70 10.56
净利息收益率 1.56 1.75 1.89
非利息收入比率 31.33 25.27 25.49
成本对收入比率 33.24 35.18 30.52
不履约贷款比率 4.11 5.78 7.80
贷存比率 54.69 51.38 54.89
平均流动资金比率 34.64 37.76* 37.93
资本充足比率 16.52 15.11 14.66



2005前景展望
及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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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05

在现有政府政策下，房地产市场在现有政府政策下，房地产市场预计保持稳定或预计保持稳定或

微幅上升微幅上升

失业状况进一步改善失业状况进一步改善

通胀温和通胀温和

CEPA CEPA 继续推动香港经济继续推动香港经济

随着中国游客自由行的进一步放宽和主题公园的开随着中国游客自由行的进一步放宽和主题公园的开

放，消费支放，消费支出持续增加出持续增加

GDPGDP增长放缓但依然强劲增长放缓但依然强劲

5.85.8--6%6%

1.5%1.5%

44--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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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2005

primeprime--Hibor Hibor 差额持续收窄差额持续收窄

消费信贷引领贷款增长但其它方面依然疲弱消费信贷引领贷款增长但其它方面依然疲弱

中国相关业务及利润进一步增加中国相关业务及利润进一步增加

不履约贷款清收过程基本结束，银行贷款损失拨备不履约贷款清收过程基本结束，银行贷款损失拨备

趋于正常趋于正常

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影响银行发展策略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影响银行发展策略

从从 4%4%
至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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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香港 2005

““愿景、使命、价值观愿景、使命、价值观”” ((VMV) VMV) 步入实施阶段步入实施阶段

收入及核心业务贡献增加，主要来自：收入及核心业务贡献增加，主要来自：

财富管理客户财富管理客户

消费信贷消费信贷

中型企业及中小企业中型企业及中小企业

中国业务中国业务

资产负债表管理资产负债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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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香港 2005

进一步改善信贷文化和工作流程进一步改善信贷文化和工作流程

加大对重点加大对重点ITIT项目建设的投资项目建设的投资

继续推行人力资源改革，重点改善员工素质继续推行人力资源改革，重点改善员工素质

和薪酬结和薪酬结构构



2005年3月15日

中国银行（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