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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是香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大的獨立華資銀
行之一。老字號與香港同步發展，對香港成為全球首屈一指
的金融中心，貢獻良多。

《東亞銀行：百年成就 成就百年 1919-2019》一書縷述東
亞銀行的創興發旺，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創香港先河，提供
保險箱服務，寫到七十年代發行香港首張國際信用卡，以及
在分行推行全面電腦化，再寫到現今積極發展金融科技，在
在說明東亞銀行一直走在本港金融業的最前線。

東亞銀行在內地的發展同樣活躍，早於 1920年在上海開
設首家內地分行，及至 2007年成為首批在內地註冊成立的外
資法人銀行，並於翌年成為首家發行人民幣借記卡和人民幣
信用卡的外資銀行。現時，該銀行在內地約 44個城市設有分
行，位居全國網絡最龐大的外資銀行之列。

悠悠百載，東亞銀行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擠提及股
災等幾番風浪，但在領導者的英明指揮和果斷決策下，銀行
迎難而上，化險為夷，充分體現堅毅不屈、逆境自強的香港
精神。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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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在競爭激烈的銀行業中突圍而出，除了依靠優
質的服務，還有賴不斷創新。隨着「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等國家政策落實推行，香港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機
遇無窮。我對東亞銀行素有認識，閱畢本書，更深入了解東
亞銀行的百載輝煌歲月。我深信東亞銀行定會與時俱進，好
好利用以上種種機遇，為香港、為國家作出貢獻。

衷心祝賀東亞銀行邁向一百周年。謹祝銀行業務蒸蒸日
上，承先啟後，開創下一個光輝百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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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

1919 東亞銀行正式開業，總行設於香港皇后大道中2號。

1920 在上海開設分行。

1921 總行遷往香港德輔道中 10號現址。

首間在香港推出保管箱服務的銀行。

東亞銀行於越南開設了西貢分行。二次大戰爆發後，該分行被迫關閉。

1920年代 東亞銀行的股票於 1920年代初開始在香港買賣。

1935 新總行大廈落成。

1939 東亞銀行通過向香港市民推銷救國公債，籌集數以百萬元計款項，為抗
戰貢獻綿力。

1949 東亞銀行慶祝30周年行慶時，向本地慈善機構捐贈港幣 10萬元，實踐
對社會的承諾。

1950至 
1970年代

東亞銀行支持香港工業發展，向企業提供資金，幫助香港製造的產品走
向世界。

1952 新加坡分行開幕。

百年重要發展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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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為慶祝開業50周年，東亞銀行設立港幣50萬元的教育基金，對香港高
等教育作出貢獻。

1970年代 東亞銀行是首間以電腦系統連接分行網絡的本地金融機構。

1973 與日本住友銀行成立聯營商人銀行——東友有限公司。

1975 與美國銀行攜手推出首張以港幣結算的信用卡「東美信用卡」。

1980 東亞銀行與中國銀行合作，在內地推出外幣信用卡結算服務。

與外資及內地企業攜手成立內地首間中外合資公司——北京航空食品有
限公司。

1982 與倫敦S.G. Warburg & Company Limited成立聯營商人銀行——東亞華
寶有限公司。

銀聯通寶是香港首個由多間銀行組成的自動櫃員機網絡，東亞銀行是創
始會員之一。

1983 完成重建德輔道中總行大廈，標誌銀行進入增長和發展的新時代。

與安泰國際公司合資成立「東亞安泰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進軍保
險業務。

1984 在紐約開設美國首間分行。東亞於2011年向中國工商銀行出售美國零售
銀行業務的80%股權，惟保留全資擁有的紐約和洛杉磯批發銀行業務。

與中國銀行及法國興業銀行組成聯營租賃公司——鼎協租賃國際有限
公司。

與多間銀行共同創立迅通電子服務（香港）有限公司，於零售點提供電子
轉賬服務。

1985 成立全資附屬證券業務機構——東盛證券有限公司，從事證券買賣。東
盛證券其後易名為東亞證券有限公司。

1986 與中國銀行深圳分行、野村國際（香港）有限公司、住友銀行及美國
太平洋銀行合作成立中國第一間商人銀行——中國國際財務有限公司
（深圳）。

1987 開始發展東亞品牌的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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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透過聯營公司鼎協租賃國際有限公司，與廣東國際信託投資有限公司、
廣東國際租賃公司、廣東財務發展有限公司、中國國家機械設備進出口
總公司及櫻花銀行共同成立以廣州為基地的聯營租賃公司——中國聯合
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透過聯營公司鼎協租賃國際有限公司，與暹羅商業銀行及三和銀行在泰
國成立合營租賃公司——Siam Sanwa Trilease Company Limited。

1988 率先在內地開展房地產按揭貸款業務，在建設質量、發展商信譽、文件
紀錄和法律合規要求方面建立了公認的標準。

與華潤集團有限公司及馬來西亞森達美集團（Sime Darby Berhad）成立
聯營公司——China Resources-Sime Darby Limited，經營馬來西亞與
中國之間的貿易業務。

1989 成立東亞物業代理有限公司及東亞物業代理（中國）有限公司，分別代理
香港及中國之物業買賣。

成立東盛期貨有限公司，從事金融期貨買賣。東盛期貨其後易名為東亞
期貨有限公司。

成立東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基金管理服務。

成為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6間創始機構之一。

與華潤集團有限公司、Siam Cement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及惠安
策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聯營貿易公司——華潤暹羅有限公司。

1990 倫敦分行開幕。

成立East Asia Corporate Services（BVI） Limited，在英屬處女群島提
供公司註冊及管理服務。

1991 成立上海第一間，以及中國經濟特區以外的首間商人銀行——上海國際
財務有限公司，其他聯營夥伴包括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交通銀行上海分
行及三和銀行。

取得藍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之全面控制權。

洛杉磯分行開幕。

與 IBM中國/香港公司及深圳大學軟件開發公司成立國際軟件開發（深
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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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附屬銀行——加拿大東亞銀行於多倫多註冊成立。於2009年，東亞把
加拿大業務的80%權益出售予中國工商銀行。

1993 台北代表人辦事處開業，並於 1997年升格為分行。東亞銀行是首間在台
灣開設分行的香港華資銀行。

在上海成立上海浦東國際金融大廈有限公司，發展及經營寫字樓和商場
等出租業務。其他聯營夥伴包括中國銀行信託諮詢公司、中國銀行上海
信託諮詢公司、中國建設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及上海市陸家嘴金融貿易
區開發公司。

與美國興萊國際集團合作成立東亞興萊有限公司。該公司提供全面周到
的本地及海外貼現服務，以滿足各行業的流動資金需要。東亞銀行於
2008年將其持有該合營股權售予興萊。

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附屬銀行——東亞銀行（英屬處女群島）有限
公司。

東亞銀行加強對香港學生的支持，在慶祝 75周年行慶之際，成立港幣
200萬元的獎學基金，支持本地大學生。

1995 成立集團第三間中外合資財務公司——海南國際財務有限公司。

1997 上海分行遷往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浦西分行則轉為支行。

馬來西亞納閩分行及吉隆坡代表處開業。

1998 獲准在深圳及上海經營人民幣業務。

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東亞銀行上海和深圳分行，為海外居民和外資企業提
供人民幣服務。東亞是首批取得相關資格的外資銀行之一。

1999 收購藍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全部股權。

推出全港首個綜合網上銀行服務——電子網絡銀行服務（Cyberbanking）， 
以及本港首個互聯網股票交易服務——電子網絡股票買賣服務
（Cybertrading）。

2000 東亞銀行（信託）有限公司進軍退休金管理業務，提供東亞（強積金）集
成信託計劃和東亞（強積金）行業計劃，成為香港兩間為本地僱主及僱員
提供行業計劃服務的機構之一。

2001 東亞銀行與中國聯合銀行（於 1995年收購）正式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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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東亞銀行西安分行開業，是首間在內地西北地區開設分行的外資銀行。

東亞銀行開設澳門分行。

2002 東亞銀行與第一太平銀行（於2001年收購）完成合併。

美國大興銀行（於2001年收購）正式易名為美國東亞銀行。

東亞銀行推出顯卓理財服務，滿足快速增長的富裕客戶群的理財需要。

東亞銀行獲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在內地經營電子網絡銀行服務，成為首間
在內地獲准經營網上銀行業務的外資銀行。

2003 綜合證券登記、公司秘書及商業支援服務的業務於卓佳集團營運。東亞
銀行集團為卓佳主要股東，佔超過 70%權益。東亞銀行於2017年出售卓
佳的權益。

東亞銀行北京分行正式開業，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首間獲准在
首都北京設立分行的外資銀行。

東亞銀行捐贈港幣200萬元予香港大學醫學院，支持醫學教育及研究工
作，並捐出港幣50萬元予香港中文大學推行非典型肺炎病人運動康復
計劃。

2004 成為全港首間金融機構提供適用於所有本地通訊網絡的流動銀行服務。

2005 於九龍觀塘創紀之城五期東亞銀行中心設立先進的營運中心。

與香港大學攜手成立寶康醫療中心。

2006 東亞銀行集團完成收購National American Bank之控股公司National 
American Bancorp，藉此進駐三藩市。

東亞銀行是首批獲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予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

者（「QDII」）資格的外資銀行，亦是首間取得QDII外匯兌換額度的外資
銀行。

2007 在內地註冊成立全資附屬銀行——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東亞中
國」），名列首批在內地開業的外資法人銀行。

東亞銀行與歐洲知名資產管理公司——德國德聯豐投資，成立合營資產
管理公司東亞聯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008 全資附屬公司——東亞人壽有限公司正式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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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東亞中國為內地首間推出人民幣借記卡及信用卡的外資銀行。

東亞為非政府慈善機構推出網上捐款平台，讓這些機構可透過其網站籌
募善款。

2009 東亞中國發行人民幣 40億元債券，是首間於香港發行零售債券的內地
註冊外資銀行。

東亞銀行慶祝開業90周年，成立東亞銀行慈善基金，進一步支持教育
發展及扶貧工作。

由上海宋慶齡基金會——東亞銀行公益基金創辦的「螢火蟲計劃」，旨在
為內地農村學校改善教育設施，提供電腦及教學工具。

東亞銀行向主要策略夥伴Criteria CaixaCorp, S.A.及三井住友銀行配售
新股，進一步加強核心資本。

2010 東亞中國位於上海陸家嘴的新旗艦總部大樓「東亞銀行金融大廈」正式
開幕。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與「la Caixa」基金会攜手捐贈港幣 1,100萬元，支持
救世軍港澳軍區「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

2012 東亞銀行發表首份獨立刊發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2013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贊助香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設立「東亞銀行親子閱
讀證書獎勵計劃」，旨在加強親子關係並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

東亞銀行於香港科技大學設立高等研究院東亞銀行教授席，羅致著名學
者和國際頂尖科研人才，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創新科技中心。

2014 東亞銀行於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以短期營運模式，開設首間智能數碼
分行，為香港帶來先進的數碼化銀行服務。東亞於2017年順利完成全線
分行數碼化。

東亞銀行推出大學獎學金計劃，嘉許員工子女在學術、課外和社區服務
方面的卓越成就。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與聖雅各福群會合辦「東亞培賢社」，為基層家庭的兒
童提供課後學習及支援服務。

2015 東亞中國成為首批獲得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直接參與者資格的外資銀行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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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東亞銀行於內地成立合資汽車金融公司「華晨東亞汽車金融有限公司」。

2016 東亞捐出港幣500萬元支持香港紅十字會設立全港最大型的捐血中心。

2017 東亞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正式開業。

東亞銀行收購柬埔寨PRASAC Microfinance之21%股權，藉以掌握「一
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

為發展中國的消費金融業務，東亞中國與攜程及微眾銀行攜手合作，推
出嶄新的信用卡及消費金融產品。

2018 東亞中國深圳前海支行升格為分行，成為首間在深圳前海設立分行的外
資銀行。

推出全港首創的一站式聚合支付平台 i-Payment Hub，為商戶提供全面
的服務。

成為香港首個採用區塊鏈技術的大型貿易融資平台「貿易聯動」(eTrade-
Connect)的創始銀行之一。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為香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大學生推出「東亞銀行展毅
獎學金計劃」。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與蒲窩青少年中心合作，推出 「東亞青年創客空間計
劃」為青年提供「創客空間」，以發展他們在視覺藝術、工藝及數碼科技
方面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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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於中環總行裝設燈飾，慶祝該行成立 100周年。

第一部

2018年前期
第一章

東亞銀行	
──現況與未來

成立於 1918年的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
亞銀行」、「東亞」、「該行」），即將迎來其
100周年誌慶大日子。

東亞銀行是一間創新的企業，在該行成
立的年代，由華人擁有及經營西式銀行乃屬
創新之舉。當時東亞銀行的創辦人抱着一個
信念，認為華人經營現代化銀行亦同樣能夠
成功，要讓東亞銀行成為一間「真正高效率」
的銀行。

東亞銀行的創始法定資本為港幣200萬
元，共發行2萬股，每股港幣 100元。自那
時開始，東亞銀行的股票就在本地股票市場
買賣，且成為香港其中一間最早掛牌買賣的
銀行。

今天，東亞銀行已發展成為一間具領導
地位的香港金融服務集團，於2018年6月
30日的綜合資產總額達到港幣8,268億元。
東亞銀行擁有良好的國際聲譽，與世界各地
的主要金融機構保持緊密和持久的關係。
其中，日本三井住友銀行和西班牙Criteria 
Caixa集團是東亞銀行合作無間的策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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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百年成就 成就百年 1919–2019

東亞銀行榮獲2015年BAI-Infosys Finacle「全球銀行創新大獎」之「年度最創新銀行獎」殊榮。

通過互相交流市場經驗和專業知識，以及緊
密的業務合作，使東亞銀行的業務不斷壯大。

時至今日，東亞銀行在香港已擁有 70間
分行，為全港分行網絡最具規模且擁有最先
進科技的銀行之一。1 於2017年年底，東亞
銀行成功把旗下香港所有分行數碼化，以促
進成本效益，提升客戶體驗，進一步邁向無
紙化，並透過多個互聯網和流動通訊渠道加
強客戶服務。作為銀行業創新的先驅，東亞
銀行屢獲殊榮，2015年榮獲備受業界尊崇的 
BAI-Infosys Finacle「全球銀行創新大獎」之
「年度最創新銀行獎」，充分肯定了該行在此
領域的卓越成就及業界的領導地位。

東亞在中國的發展可追溯至 1920年於
上海開設第一間分行。至今，集團已發展為
網絡最龐大的外資銀行之一，網點遍布內地
44個城市。2007年，全資附屬公司東亞銀
行（中國）有限公司（「東亞中國」）成為首間
在內地註冊營運的外資銀行。除了開拓銀行
業務，推出多種創新的產品和服務外，東亞
中國亦是首間在內地設立慈善基金的外資銀

行，不斷探求新途徑回饋社會，造福社群。
同時，東亞中國透過具創意的培訓計劃，培
育內地員工及關心他們的身心發展。作為內
地「最本土化的外資銀行」，東亞中國具有不
可替代的獨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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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現況與未來

紐約
洛杉磯

美國

英國

伯明翰 倫敦
曼徹斯特

中國
香港

台灣澳門

吉隆坡
納閩新加坡

哈爾濱

石家莊

瀋陽

大連
北京

天津

青島
濟南

南京
蘇州

無錫

上海
杭州

南昌

寧波

合肥

鄭州
西安

武漢
成都

長沙

昆明

福州

廈門

前海

廣州
南寧

珠海

重慶

烏魯木齊

深圳

東亞銀行分行網絡遍布全球

目前東亞銀行在全球的僱員人數約

9,600名，於香港及大中華其他地區、東南
亞、英國和美國，共設有約200個網點，為
客戶提供全面的銀行和金融服務，致令東亞
的客戶基礎不斷壯大，並擴展至不同階層。
同時，東亞透過附屬公司進一步拓展產品和
服務，例如保險和投資產品等，令服務更多
元化。

儘管業務覆蓋的地域廣闊，部門的功能
亦各有不同，東亞銀行成功把各個業務環節
緊扣起來；不同的崗位合作無間，各自發揮
專長而又互相協作，以達致共同目標。無論
是東亞中國向新加坡分行提供內地客戶的資

訊、倫敦分行協助中國客戶在英國置業，或
是總行為內地企業提供在美國投資的專業意

見，不同部門都能夠齊心協力。經過長年累
月的演進，東亞銀行展現出超卓的調節和適

應能力，勇於創新且十分靈活。環顧眾多大
型企業機構，能像東亞銀行般展現團結力
量、眾志成城的可說寥寥可數。

企業形象是該行的成功關鍵。科技無疑
可加強銀行內部的即時溝通，但東亞銀行管
理層經常走訪附屬公司和分行，亦是同樣重
要的溝通渠道；還有為人津津樂道的晨早會
議，主席每天早上與高層會面商討業務，確
保所有高級管理人員都能準確掌握集團各個

環節的最新進展。此外，重視團隊合作的優
良傳統，亦激勵了身處不同地區的海外管理
人員發展出緊密的合作關係。每年，所有海
外分行經理都會齊集香港總部出席總行會

議。透過約一周的緊密會面，海外分行經理
坦誠分享，增進彼此友誼，加深對銀行的歸
屬感。會議召開期間，銀行上下凝聚更團結
的力量，為共同目標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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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百年成就 成就百年 1919–2019

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博士

自 1981年出任東亞銀行行政總裁、並由
1997年起兼任主席的李國寶博士預期，中央
政府積極進取的政策正推動內地市場不斷發

展，東亞銀行未來亦將聚焦於內地市場，而
憑着該行獨特的定位，將有能力創造非凡的
成果。隨着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直
接交流及經商日益頻繁，香港擔當的橋樑角
色或會退色。不過，李國寶深信，香港特別
行政區（「香港」）擁有完善的法律和監管制
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將可繼續蓬勃發展，
而東亞銀行定必繼續充分利用這些優勢。

李國寶明白，東亞銀行的前路絕非平坦
無礙，而是充滿着各種艱巨而難以預測的挑
戰，當中有危也有機，惟他對未來無畏無
懼。事實上，李國寶自 1969年加入東亞以
來，一直以果敢和樂觀見稱，他認為挑戰
「最令人振奮」。

李國寶這份自信言之有據。這本書將詳
細談及東亞銀行在不同的境況中，如何展
示出堅強的韌力：每當遇上逆境總能迎難而
上，重新振作，變得更強大。黑暗日子過
後，隨之而來的總是光輝時刻，因東亞每每
能善用不同的策略，搶佔先機。

正如李國寶所說，處身瞬息萬變的市場
之中，東亞銀行的方針是與策略夥伴發展深
入的合作關係。多年來，這個方針令東亞屢
屢突圍而出，遇強愈強。

近年東亞銀行與由騰訊控股主導成立的

深圳前海微眾銀行（WeBank）攜手合作正正
是一個最佳例子，東亞一方面既可受惠於微
眾銀行的大數據，同時又可與夥伴分享其經
營國際業務、風險管理和合規的專業知識，
以及如何構建穩健的銀行文化。另一個非常
成功的合作例子，是東亞與德國的德聯豐投
資（Union Asset Management Holding AG）
在2007年合組的東亞聯豐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東亞聯豐投資」）。現今該公司已發展成
為重要的亞洲投資專家。

東亞銀行其中一個最新的合作夥伴是

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前海金
控」）。前海金控是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管理局（「前海管理局」）的全資直屬企
業，亦是其唯一的金融控股平台，兩間機構
攜手合作組成了東亞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

司（「東亞前海證券」）。2017年 12月 4日，
東亞前海證券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監會」）頒發業務許可證，獲准在
內地市場經營全面的證券承銷與保薦，以及
證券經紀業務，預料將成為推進深港金融深
度合作的一股動力，2 並趕上「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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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現況與未來

東亞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於2017年正式開展業務。

無論在何處拓展業務，東亞銀行總倚靠
着一個環環相扣、關係密切的網絡，這個網
絡由股東、客戶、員工、策略夥伴、商界人
脈，以至整個社區組織而成，儼如一個生態
系統。積極建立並珍視夥伴關係的傳統，一
直深植於東亞的基因之中。長久以來，東亞
謹慎地構建以信任和尊重為基礎的合作關

係，深明這屬長遠投資，儘管有時不會帶來
即時回報，甚至有機會要作出短期犧牲，但
終有一天會帶來豐碩的成果。

多年來，東亞銀行不斷因應外部環境變
化調整經營策略，並不時更新一直引領銀行
向前發展的使命宣言。經過深入討論後，該
行於今年（2018年）發表全新的願景與使命。

東亞銀行時刻提醒員工，如要達成使
命，必須把這些價值觀融入工作的每個環節
之中。該行為此特別推出以「同心同行」為
口號的計劃，促進員工之間的互信了解，鼓
勵他們認識和一同建立銀行的優良文化。

東亞銀行即將邁進新紀元，正好趁此良
機，提出充滿力量和鼓動人心的使命宣言，
配合周詳的計劃，確保優良文化得以發揚光
大。事實上，這6大核心價值：追求卓越、
長期承諾、誠信正直、以客為尊、團隊協
作、勇於創新，自銀行成立以來一直是經營
業務的基石。縱然有時用上不同的說法，這
些核心價值依舊是東亞銀行文化傳承中不可

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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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百年成就 成就百年 1919–2019

東亞銀行迎接百周年之際，向全行職員宣傳集團的願景、使
命和核心價值。

註

1 於2018年6月30日數字。

2 東亞銀行新聞稿，2017年6月30日及12月7日。

東亞銀行能夠取得今天的規模，擁有廣
泛的業務，在國際上廣受尊崇，可說來之不
易，單是維持本地銀行的獨立性便走過不少
崎嶇道路。過去 100年，東亞銀行在香港和
其他地方經營時遇到不少挑戰：戰爭、內
戰、革命、軍事佔領、政權更迭、金融危
機、經濟興衰；銀行經營模式、市場及社會
結構、監管制度乃至科技發展等，均出現了
意想不到的變化。然而，無論時局如何動
盪，觀念如何改變，東亞銀行仍初心不改，
無畏無懼，邁步向前。

東亞銀行堅毅不屈，創造百年傳奇的歷
程，將在本書中一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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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 1月 4日，東亞銀行隆重開業，
創始之初已志存高遠，從其「招股簡章」可
見一斑：中國需要的是名副其實、可信可
靠的現代化銀行，具雄厚資本和穩固的組
織，並能融會華人的社會風俗和西方銀行
業的精神。東亞銀行決心要幫助祖國富強
起來。

過去一個世紀，東亞銀行致力實現這個
理想，以創新、謹慎和誠懇的態度追求卓
越，致力成為一間真正高效的銀行，擔當行
業領導者，成為典範，啟發其他同業。

東亞銀行在1918年11月14日註冊成立，
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第三天。戰爭
期間，乘着歐洲列強自顧不暇，日本、美國
和中國的資本抓緊機會在亞洲擴張勢力。同
時，不少富商巨賈為了逃避 1911年爆發的辛
亥革命後之混亂，帶同家人及資本從中國移
居香港，令香港的商業活動迅即蓬勃起來。
1910年代，香港無論在商業和貿易、房地
產和建造業、航運和製造業等各方面都迅速
增長，對金融服務有更高層次的需求，這並
非當時一般西方現代化銀行或中國傳統銀號

第二部

75年創建歷程
第二章	

志存高遠
（1919至1945年）

東亞銀行與其他機構在香港主要街道上掛上多國國旗以慶祝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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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百年成就 成就百年 1919–2019

所能滿足，東亞銀行正好發揮所長，填補這
個缺口。

東亞銀行9名創辦人中，簡東浦先生、
李冠春先生及其弟李子方先生在推動東亞銀

行的發展上居功至偉。

簡東浦擁有豐富的銀行業資歷，曾在日
本神戶接受正統銀行訓練，先後加入橫濱正
金銀行 a及國際銀行 b神戶分行工作，返港
後於 1916年創辦德信銀號。當時香港金融
市場的基本功能是擔當現代化銀行和傳統銀

號之間的橋樑，因此能夠穿梭於兩者之間
非常重要。簡東浦在 1963年辭世之前，一
直擔任東亞銀行總司理（後稱永遠總司理） 
一職。

在 1920和 1930年代，簡東浦和中國銀
行的貝祖詒先生，以及浙江實業銀行的李銘
先生，被譽為中華現代銀行業的三鉅子。
簡東浦謹慎、精明和愛護員工的作風，在東
亞銀行創立早年已奠下優良傳統。

擔任永遠副司理的李子方是當時剛成立

不久的香港大學最早期畢業生之一（1916年
班級）。其父李石朋先生是知名商家，經營
食米進口、船務、銀號、房地產等多方面生
意，其中一部分以西貢（即現今的越南胡志
明市）為基地。李石朋一直希望開辦一間現
代化銀行，可惜壯志未酬便在1916年辭世。
李子方為實現父親宏願，毅然放棄到英國
攻讀法律的計劃，加入東亞銀行工作，直至
1953年辭世。

a 三菱東京日聯銀行前身。簡東浦先生的父親是橫濱正金銀行的買辦。

b 花旗集團前身。

東亞銀行的招股簡章闡述了對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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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遠（1919至 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的主要洋行基本
上由英國人主導，李子方曾擔任多間大洋
行的董事，因此在洞悉香港金融界方面擁有
獨特優勢。憑着流利的英語和平易近人的性
格，他活躍於不同的社交圈子，特別是當時
華人普遍難以涉足的西方人圈子。李子方也
積極參與各種公共事務，從聖公會到立法局
都可看到他的蹤影，加深了東亞銀行對本地
社會的責任感。

李子方的長兄李冠春雖然從未在東亞銀

行擔任行政職務，但他作為創始董事直至

1966年辭世，對東亞同樣貢獻良多。作為
李家的長子，李冠春自小被栽培繼承父業。
他交游廣闊、見識廣博並且極具洞察力，這
些特質令他成為香港最受敬重的商界領袖之

一。更重要的是，他在房地產的專長，促成
東亞銀行持有多個物業，憑藉他的個人財富
和聲望也幫助銀行安然渡過不少危機。

這三位在香港土生土長及接受教育的年

輕人——當時31歲的簡東浦和李冠春，以及
只有27歲的李子方——代表了懷着冒險精神
勇闖世界的新一代。

東亞銀行首份年報（1919年財政年度） 1918年 12月 7日董事會召開第一次會議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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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址

東亞銀行最初的選址在香港皇后大道中

2號，介乎雪廠街和都爹利街之間，業主為
香港電話公司。不久之後，銀行在中環德輔
道中 10號找到更適合的物業，於是將之買下
並全面重新裝修，把行址搬到這個香港銀行
區的最核心地段，並屹立至今。

1933年，為了擴張業務，容納更多員
工，董事們決定重建總行大樓。雖然造價高
昂，但此舉反映了董事們對香港的前景充滿
信心，未受當時的經濟蕭條而動搖。1935年
7月，全新樓高 14層的東亞銀行大廈正式啟
用，被譽為香港當時最典雅的建築物之一。1 

《孖剌報》報道稱： 

1935年東亞銀行總行大堂

東亞銀行總行於1921年遷至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0號。照片
攝於1929年銀行成立10周年慶典期間，大樓外張燈結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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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大樓是已落成建築物中最高的，
有着勻稱的比例和精巧的細節，看上
去充滿高貴莊嚴的感覺，可說是『流線
形建築』的經典之作，有別於其他標奇
立異的建築物。

”
這座大樓馬上成為香港地標之一，並秉

承了東亞銀行於 1927年建成上海分行大廈
以來的傳統風格。緊接着的一個世紀，東亞
銀行的建築物外觀都著重現代感、高品味和
功能性，在建築上採用頂尖的設計和技術， 
反映東亞的自信和創新精神，同時樂於投資
未來。

資本與股權　

東亞銀行是香港銀行業的先驅：東亞是
首間根據香港《公司條例》成立的華資銀行之
一，當時香港只有極少數公司的股票可公開
買賣，而東亞是其中之一。

東亞銀行股票於 1920年代初期開始在香港股票市場交易。

1935年東亞銀行總行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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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創行永遠董事：

陳澄石、周壽臣（第2排中間）、簡東浦（第2排左5）、簡英甫、
李冠春（第2排左 7）、李子方（第2排右 4）、莫晴江、龐偉廷、黃潤棠（第2排右6）

另外5人以入股方式成為永遠董事 ：

馮平山（第2排右 7）、簡照南、郭幼廷、吳增祿、黃柱臣　

東亞銀行的創始資本為港幣200萬元，
共發行2萬股，每股港幣 100元。3年間，銀
行的資本已經增至港幣 1,000萬元。9名創
辦人各持一股創辦人股。創辦人股具有一些
特殊權益，包括擁有永遠董事地位。其後在 

1921年，再有5名永遠董事加入，同樣各持
一股創辦人股。這種雙股權制在 1932年終
止，所有創辦人股都轉為普通股。2 而最後

一名永遠董事是黃潤棠先生，他服務了董事
會近60年，直至 1978年辭世。

東亞銀行董事和職員在1929年創行10周年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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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營運

東亞銀行的業務集中於存款和貸款、房
地產投資、進出口押匯和外匯交易，並與本
地銀號保持密切聯繫。這些銀號是存款、貸
款和外匯生意的重要來源，而其中一個重要
的貸款服務對象，是主宰香港經濟命脈的食
米交易。東亞也是香港首間提供保管箱服務
的銀行，這項服務時至今日仍然非常受歡
迎。自 1919年開業後的20年間，儘管經歷
過罷工、罷市、大蕭條、貨幣改革和戰爭，
東亞銀行仍能不斷壯大，地位日益重要。
於 1940年底，往來賬戶及其他存款已經從
1920年的港幣390萬元增至港幣2,500萬元，
盈利也從 1920年的港幣370,268元上升至超
過港幣90萬元。3

東亞銀行在多方面都領先同業。東亞是
香港華商銀行公會首批成員，公會成立的目
的是保護華資銀行利益，以抗衡來自英國殖
民地政府和外資銀行的歧視。香港在 1923年
成立首間結算所，並一直由滙豐銀行掌控，
東亞銀行是首間加入結算所的華資銀行。由
於當時很多華資銀行並非結算所成員，因此
需要經由東亞結算支票。此外，東亞也是地
位崇高的香港外匯銀行公會（香港銀行公會
前身）的成員。

自開業以來，東亞銀行便別具遠見，
管理層一直密切留意銀行業的最新發展。 
1924年，簡東浦在馮平山先生陪同下，進行
了一次環球銀行業考察之旅，獲得非常寶貴
的經驗。倫敦和紐約外匯交易操作水平之高
令他們嘆為觀止，海外華人從三藩市匯返家
鄉的龐大資金，以及美國銀行業的精密架構
也令他們印象深刻。兩人亦趁機會認識東亞
銀行的海外代理行和代表，讓東亞銀行以高
姿態打入國際舞台。其後，東亞高層繼續此

東亞銀行於1921年推出保管箱服務，開創先河。



16

東亞銀行：百年成就 成就百年 1919–2019

類海外考察活動，不斷吸收國際銀行業的創
新意念和新經營手法。

海外業務

東亞銀行的目光從未局限於香港，很早
已計劃在上海、廣州和越南西貢開設分行。

由於上海是外匯業務的重鎮，也是進入
中國的門戶，東亞早於 1920年 3月便在當地
租用物業設立分行，後來在九江路和四川路
交界購入一座被認為「勝舊址十倍」的物業。
新大樓由匈牙利建築師負責設計，並在 1927
年落成，設計布局令人嘆為觀止，銀行大堂
面積龐大而且沒有支柱，加上長達24米的
大理石櫃台，並配備奧的斯升降機，在當時
來說實屬非常先進，各種獨特設計成為當時
上海銀行界的傳奇。直到今天，這座大樓仍
然是東亞的營業網點。

上海分行發展興旺，很快就與當地獨特
的經營環境融合起來。東亞僱用買辦與當地
商界溝通，並成立一個操作模式與當地銀號
相似的部門。國際業務則主要環繞貿易押匯
和外匯交易，以美元和英鎊為主。為了和海
外代理——倫敦的米特蘭銀行和紐約的美國
運通銀行——建立一個強大的電匯基金，東
亞上海分行從外匯交易櫃台買入大量金幣然

後運往海外。為此，東亞上海分行受到很
多在上海經營業務的香港公司的青睞，包括
永安和先施百貨，以及化妝品製造商廣生行
等。由於上海業務對東亞銀行來說非常重
要，簡東浦和李子方輪流到當地坐鎮監督。

東亞銀行在 1921年 4月於越南西貢開設
分行。西貢是食米交易中心，而主宰當地食
米生意的大多是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廣東商

上海東亞銀行大廈建於1927年，現已列入上海市優秀歷史保護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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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 1922年，廣州分行也正式成立。

香港方面，東亞於 1924年 11月在廣東道
開設分行，以滿足九龍區的人口增長及工商
業興旺帶來的銀行服務需求。

重重挑戰 奮力圖存

1920年代和1930年代，時局動盪不安，
期間發生了華商銀行（Chinese Merchants 
Bank）倒閉等多次銀行危機。同時，1925年
爆發的省港大罷工和罷市引發銀行擠提，以

成立上海分行後，東亞銀行計劃發行鈔票以提升
在銀行業的地位，並委託著名貨幣雕刻師倫敦華
德路父子公司（Waterlow & Sons）負責設計 1元、
5元、10元、50元和100元，共5種面額的鈔票及
製造模板。該計劃由簡東浦和李子方親自監督。

不過，有關當局於 1935年決定改革貨幣體系，只
授權四間政府銀行發鈔，東亞銀行成為發鈔行的
宏願因而落空。4

（5元鈔票相片由Spink and Son Ltd.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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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後的大蕭條亦令所有銀行承受巨大的壓

力。東亞銀行能夠安然無恙，要歸功於一向
審慎的經營之道，尤其是沒有像其他華資銀
行一樣參與投機炒賣。再者，眾所周知，萬
一東亞遇上難關，李冠春必會動用個人財產
出手拯救。某程度上，這些危機不斷鞏固東
亞是一間可靠的銀行的聲譽。

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影響深
遠。當時大批民眾逃難到香港，不少國內銀
行和工業也轉移到香港繼續經營。1939年，
中國的銀行家承認，香港已經取代上海成為
中國金融中心。5 事實上，當時香港呈現了
短暫的繁榮，逃難來港的富人不斷購買物
業，刺激租金上升，東亞銀行的存款也水漲
船高。另一方面，窮困的難民正好為工廠提

供廉價勞動力，生產防毒面具等軍用物資。
東亞銀行也為抗日戰爭作出貢獻，向香港居
民推銷救國公債，簡東浦個人則領導本地銀
行家籌集了數以百萬元計資金協助中國抗

戰，他的愛國情懷廣受讚賞。6

1938年廣州淪陷後，東亞銀行的廣州分
行停止運作，至於上海分行，則在日軍佔領
下繼續經營。

日軍佔領香港　

1941年 12月 8日，日軍進攻香港。數日
後，國民政府派專機來港，把部分知名華人
銀行家接往重慶，當中包括簡東浦。然而，

東亞銀行在香港推銷救國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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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東浦婉拒離開，他深信當時最需要是對股
東和存戶負責，所以選擇留下來繼續管理東
亞銀行。7

英軍在 1941年 12月25日投降，香港淪
陷，被日軍佔領直至 1945年8月。在三年
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東亞銀行獲准繼續經
營，然而具有同盟國背景的銀行，例如滙豐
銀行，則被迫清盤。

由於經濟活動幾乎完全停頓，銀行可以
做的生意少之又少。日軍後來宣布以無任何

保證的日本軍票取代港元為法定貨幣——最
初是2圓軍票兌 1港元，其後改成 4圓軍票兌
1港元，東亞所有賬戶也改為以軍票結算。
此外，日軍傳召保管箱租戶，強迫他們打開
保管箱檢查，沒收所有金銀和「敵國貨幣」。
如果租戶沒有現身，銀行職員被迫強行打開
保管箱供查驗，然後把未被沒收的財物包
好，寫上客戶姓名和保管箱編號，再在律師
公證下重新放入保險庫。李福和先生回憶
說，不知道律師公證實際有沒有作用，但銀
行當時覺得這是應該做的事，於是就做了，
那些財物在戰後都物歸原主。

二次大戰期間，東亞銀行開放銀行保險庫作防空洞，供市民躲避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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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無光的日佔時期，香港的日子一
天比一天難過，糧食和其他物資都嚴重短
缺，物價不斷飛升。東亞銀行初期透過加薪
幫助員工克服困境，後來發現米價已經升至
加了工資也負擔不起的地步，管理層遂決定
出售部分物業籌措金錢以購買食米，以之替
代現金支付工資。在艱難的局面中，大家同
舟共濟。

1945年8月 15日，日本終於投降。東亞
銀行於9月14日重新開業，迎接嶄新的時代。

東亞銀行1944年的日圓軍票存款單

註

1 《孖剌報》，1936年2月17日。

2 《中國郵報》，1932年4月25日。

3 〈東亞銀行周六召開股東大會〉，《南華早報》，1941年3月10日。

4 東亞銀行董事會會議紀錄，1923年5月18日及10月11日。

5 姚崧齡，《中行服務記》（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8），頁31；《上海金融史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頁145；姚啟勲：《香港金融》（香港：無頁次，1939），序文（朱斯煌），無頁次。

6 《華字日報》，1939年1月12日；吳醒濂，《香港華人名人史略》（香港：五洲書局，1937），頁21。

7 姚崧齡，《中行服務記》，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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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於 1945年9月 14日重新開業，
時間上僅是英國恢復管治香港後的兩周。當
時殖民地政府亦重推港元為法定貨幣。戰爭
對社會和經濟造成重大破壞，但東亞銀行能
在那麼短時間內重新運作，實在是一個奇
蹟。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1946年 3月，東亞銀行舉行戰後第一次
股東周年大會，主席周壽臣爵士說出箇中底
蘊：「在香港捲入戰爭之前，本行早就防患
於未然，把流動資產轉移到英美代理銀行手
上，這些資產完好無缺，我們沒有蒙受任何
損失。」他慶幸東亞銀行在地產物業的損失
微不足道，加上擁有充裕的現金，能夠繼
續擴充業務之餘，亦準備好為重建香港出一 
分力。1

這並非奇蹟，而是先見之明。

其言詞間流露一股樂觀情緒，但這並不
代表東亞銀行和香港社會能夠避開戰後的各

種挑戰。

第三章

應對挑戰 
（1946至1978年）

戰後復甦

復甦之路可謂荊棘滿途。中國爆發內
戰，貨幣大幅貶值，政權更替導致社會動
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
區內的政治秩序，對香港造成巨大衝擊。一
方面，新中國政府對經濟嚴加控制，另一方
面，聯合國和美國在韓戰爆發後對中國實施
禁運和制裁，令一直依賴轉口貿易的香港頓
時陷入困境。

同時，大量難民湧入香港，亦引發了各
種問題。不過，殖民地政府在香港社會各界
的共同努力下表現不俗。在 1950及 1960年
代，政府提供房屋、教育和醫療服務，以應
付不斷膨脹的人口，雖然這些措施談不上完
善，但總算能維持社會穩定。即使在 1967年
香港爆發暴動，社會一片混亂，英國的管治
根基看似也受到動搖，但局面很快便受到控
制。事實上，殖民地政府從政治及社會不穩
中汲取了教訓，變得更加精明，明白到政策
和管治手法都需要改善。直到今天，不少人
回望過去，仍會覺得 1970和 1980年代是香
港的「黃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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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新的經濟環境，香港轉型為製造
業中心，股市和樓市亦急速發展，經濟盛
衰交替出現。銀行擔當起更重要的角色，金
融業不斷壯大，變得更複雜和更國際化。同
時，銀行服務不再是有錢人的專利。隨着人
口不斷增加，銀行業開始走向大眾化，香港
人的「銀行意識」亦愈來愈強，連小孩子也
知道用一元即可開立儲蓄賬戶。外資銀行加
速進駐，本地銀行更積極參與跨境業務，源
自香港的離岸貸款不斷增長，從 1969年的
3,400萬美元增長至1982年底的136億美元，
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新局面，新機遇

戰後的30年間，銀行業像一場全新的競
賽，不僅有新內涵和新規則，也有很多新的
參與者，投入的資金亦更多。為了駕馭新的
局面，東亞銀行以具創意的方式小心摸索，
與各方建立緊密聯繫，把商業世界極為重視
的「關係」推向更高層次。在簡東浦先生帶
領下，東亞銀行經常盡地主之誼，向來自內
地的銀行家講解在香港經營銀行需要注意的

各種事情，從而成為華資銀行的「老大哥」
和學習榜樣。在冷戰時期，美國和中國的銀

東亞銀行仝人攝於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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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能直接交易，與各方關係友好的東亞銀
行自然成為最佳的中介人。李福和先生自豪
地憶述，當美國的銀行想賣出外幣，而中國
銀行有意買入，東亞就會牽線搭橋，有時只
需打幾個電話即可。世界每每需要中間人，
東亞擔任這個角色駕輕就熟，今天亦然。

投入新市場

由於工業、貿易、房地產和股市對銀行
服務需求不斷增加，東亞銀行開始涉獵新範

疇，並擴大業務規模。為應付發展所需，銀
行的資本於 1947年增至港幣5,000萬元，其
後再於 1973年增至港幣 1億元，後者主要是
由於 1972年外匯政策改變，以港幣 16元兌換
1英鎊的聯繫匯率制度在當年被廢除，幸而
在香港政府的英鎊兌換保證協議下，東亞銀
行的英鎊資產獲得全面保障。2 然而，對東
亞銀行來說，更重要的是，香港銀行不再被
區分為「認可」或「非認可」類別。此前，東
亞銀行被歸類為認可銀行，需要接受嚴格的
外匯管制，隨着銀行類別的區分不再存在，
東亞現在可以自由參與各種外匯交易。至於

在1949年創行30周年時，東亞銀行向本地慈善機構捐贈港幣10萬元，當時而言金額相當可觀。 （剪報由何鴻毅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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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退出「英鎊區」的好處是得以享有更
高的自由度，以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

工業貸款

香港在 1950至 1970年代經歷了一場本
土工業革命，「香港製造」的產品開始行銷
全球，而當時東亞銀行從多方面提供支持。
簡東浦在審批工業貸款時保持一貫的審慎原

則。羅桂祥先生是其中一位成功獲批貸款的
本土工業家，他擁有的香港荳品有限公司是
維他奶的生產商。羅桂祥懷着感恩之情回憶
道，他在 1949年得到東亞批出一筆港幣 40
萬元的貸款，用作在黃竹坑興建廠房及購置
機器設備，但當時他能提供的抵押品總值只
有港幣20萬元。他對於東亞銀行批出這筆
貸款特別感激，因為據他了解，按照東亞的
一貫做法，貸款額最高只能相等於抵押品價
值的三成。簡東浦的決定是基於對羅桂祥的
信任，反映傳統中國商人著重互信的營商之
道，或許這也是促使香港工業蓬勃發展的關
鍵之一。事實證明這個決定非常英明，香港
荳品有限公司的發展相當成功。羅桂祥亦於
1968年加入東亞銀行董事會，而且經常自豪
地說他只有一個個人銀行賬戶，那就是東亞
銀行的賬戶。

商人銀行及投資銀行

東亞銀行成立了多間全資附屬公司處理

其多元化業務，包括東亞銀行受託代管有
限公司（1955年）、東亞銀行（信託）有限公
司（1975年），以及在 1969年成立的東亞財
務有限公司（「東亞財務」）。東亞財務是一
家接受存款公司，專注於長期存款和貸款業
務。東亞亦涉足商人銀行領域，參與銀團貸
款、承銷新股、離岸融資和應收賬融資等
業務，首批承銷的證券包括 1972年恒隆有

限公司（「恒隆」）招股上市。當時恒隆發行
720萬新股，集資港幣 6,100萬元，獲多利
（Wardley Ltd.）及 怡 富（Jardine Fleming）
亦參與承銷。為令業務更上一層樓，東亞銀
行積極與其他業內先驅合作，例如日本住友
銀行。雙方於 1973年合組住友東亞有限公司

（Sumitomo and East Asia Ltd.），主要提供
中長期的歐洲和亞洲貨幣，以及其他外幣的
融資服務。3 這次合作讓東亞踏足國際，並
從中汲取離岸銀行業務的經驗，為日後經營
亞洲貨幣單位業務鋪路。

信用卡——東美信用卡

另一個與世界級金融機構合作的例子，
是參與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的信用
卡業務。1974年，美國銀行尋找合作夥伴
在香港發行信用卡，東亞銀行不僅擁有龐大
的分行網絡、先進的電腦技術，更重要是品

1960年代中期，客人在東亞銀行開設儲蓄戶口，可獲贈儲蓄錢
箱作為迎新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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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家喻戶曉，這正好符合美國銀行的要求。
東美信用卡應運而生，對當時仍屬新奇事物
的信用卡能夠在香港普及功不可沒，大大改
變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和理財態
度。作為信用卡業務的權威，東亞銀行在內
地亦推出了第一張信用卡，並於 1980年代後
期在香港推出東亞品牌的信用卡，成為信用
卡市場的領導者。

分行布局及電腦化

東亞銀行在戰後最矚目的發展之一，是
把分行網絡從香港島延伸到九龍和新界。
1962年，東亞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在九龍開
設戰後以來的第一間分行，像之前的所有分
行一樣，這家分行也極具特色。該 12層高的
大樓座落於彌敦道和奶路臣街交界，屬於九
龍區最繁盛地段之一，配備眾多最先進的設
施，包括中央空調，以及利用美國新技術建
造的合金鋪設鋁質幕牆，開創香港建築界的
先河。

1968年後，東亞銀行加速擴張分行網
絡，因為管理層意識到分行是業務發展的關

鍵。分行不僅可吸納存款和提供保管箱服
務，更重要的作用是推廣銀行服務，並擔當
主動接觸社區、建立商業聯繫的前線角色。
由這時起，造訪所屬地區的工廠、地盤和寫
字樓成為分行職員的日常工作。

1975年，東亞銀行與美國銀行攜手推出首張以港幣結算的
信用卡——東美信用卡。

隨着九龍區的製造業蓬勃發展，屹立於旺角心臟地帶的東亞銀行旺角大
樓於1962年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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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棋昌先生

昔日回顧：陳棋昌先生

現任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副董事
長陳棋昌先生，是 1968年首批獲委派為
東亞銀行設立新電腦系統的四位年輕人之

一。陳棋昌於 1965年加入東亞，當時對
銀行業所知不多，所知僅限於其任職的往
來賬戶部門，對電腦更是一竅不通。他回
憶道：「我必須逐一到訪各個部門以了解
其運作，以及如何可借助電腦應付業務所
需。同時，我亦參加了NCR的培訓課程，
學習電腦基本原理和應用，包括場地準
備、打孔卡、編寫程式到系統設計等。」
這項工作非常艱辛，但憑着四位年輕人的
熱誠與衝勁，終於成功啟動新電腦系統計
劃。他進一步憶述：

“我們整個團隊，朝着共同目標進
發，日以繼夜埋首工作，曾經一度
需要輪班，銀行大樓內更設有『宿
舍』讓夜更同事在公司留宿。我們四
人一起作息，即使在周末也會一同
外出。我們視公司為家，雖然房間
只有摺床，環境也較簡陋，卻樂在
其中。

”
他們深信自己肩負着重大使命，不容

有失，所以總是戰戰兢兢，唯恐會出亂
子。每當發生故障時，他們定必會尋找問
題根源，將之解決，而導致問題的原因層
出不窮，有時可能只是電線被老鼠咬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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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分行網絡的擴展，東亞銀行實
行電腦化。簡悅隆先生在 1968年成功說服
董事會，讓董事們明白，如不推行電腦化，
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擴展分行網絡。東亞遂決
定引入美國電腦公司NCR出品的Century 
200電腦系統。這個系統能夠支援當時全部
21間分行，儘管價格昂貴，但東亞銀行可
以在系統引入後的第五年開始節省成本，而
且系統覆蓋的分行愈多，可以節省的成本也
愈大。1970年9月，系統安裝後不久，總行
所有存款賬戶都已經成功轉移至新系統，分
行的轉移工作也於一個月後完成。NCR指

出，東亞銀行是全球首間提供電腦聯網儲蓄
服務的Century 200用戶。東亞後來把定期
存款、往來賬戶、租賃計劃、分期貸款及其
他業務操作也一併電腦化。系統後來升級為
Century 201及Criterion 8550，不但能縮減
一半的處理時間，更可同時處理多種程式。

安裝NCR電腦系統之後，東亞銀行作為
銀行界科技創新先驅的地位更加穩固，讓銀
行可以於短時間內推出多項嶄新服務，例如
自動櫃員機及銷售時點信息系統（POS），長
遠來說更為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巨大改變打好

基礎。

股市發展　

1960年代初期，香港樓市和股市非常狂
熱，大戶、散戶、投資初哥和老手無不瘋狂
入市，很多公司趁機透過股市集資，投機風
氣熾熱。新股上市經常超額認購，銀行亦往
往要同時結算數以百萬元計的支票，銀行系
統遂承受前所未見的壓力。規模較小的銀行
開始出現流動資金不足，一波又一波的危機
導致多家小型華資銀行倒閉。港府十分關注
金融市場的波動情況，遂邀請了英倫銀行的

湯堅（H. T. Tomkins）來港研究修訂和完善銀
行條例。當時的條例——《銀行條例（1948）》
並無對銀行流動資金設限，1964年推出的
新例原意在糾正這個問題，可惜為時已晚，
未能及時拯救多次發生擠提的恒生銀行。最
後滙豐銀行在 1965年 4月出手拯救，以港幣

康普托機械計算機雖然體積龐大，但遠比算盤先進。在1970年代電子
計算機出現之前，東亞前線和後勤員工均使用康普托機械計算機。

東亞銀行在1970年9月安裝了全香港第一台NCR Century 200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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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億元購入恒生51%的股權。滙豐是恒生的
競爭對手，儘管滙豐其時也被視為本地「央
行」，公眾普遍期望她會出手拯救其他問題
銀行，然而恒生是當時最成功及最受歡迎的
華資銀行之一，最終亦難逃被收購的厄運，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這一幕確實不堪回首。
東亞與很多華資銀行一樣心有餘悸，原來並
非只有管理不善和資本財力不足的銀行才會

倒閉，即使管理出色、財力雄厚的銀行也可
能被惡毒的謠言拖垮。華資銀行於是更加大
力要求港府設立真正的中央銀行。

可幸東亞銀行未有擠提情況出現。眾
所周知，東亞絕無流動資金不足的問題： 
1965年，東亞的貸款與存款比率為51.7%，
而滙豐及恒生的比率分別為54.8%和74.7%。4  

東亞不但對批核貸款審慎，就連存戶也要精
挑細選。正如李福和所說，東亞擁有不少大
額客戶，但普羅大眾的存戶卻不多。根據經
驗，每次擠提都是小存戶開始恐慌，焦急地
要取回他們的血汗錢。

新的條例——《銀行條例（1964）》成功
令香港銀行體系重拾秩序，因此當 1974年爆
發國際金融危機，很多歐美銀行倒閉之時，
香港所有銀行都能安然無恙。5

內部優化　

東亞銀行實施過不少內部改革，當中有
一些非常創新。簡東浦在 1948年結束美國
考察之後，在行政管理、客戶服務和員工
事務上都有很多新想法，其中之一是「高級
職員會議」。在 1949年舉行的首次「高級職
員會議」上，他承認自己非常欣賞美國銀行
業的經營手法，希望能夠把東亞塑造到和
它們一樣。他認為，要與其他銀行競爭，

高層人員的合作很重要，所有管理人員都
必須負責帶領下屬「戰鬥」。6 東亞鼓勵管理

人員提出批評和有建設性的改革建議，連基
層職員也會不時獲邀出席會議，確保管理層
和員工之間溝通良好。這是一種嶄新的管理
風格，有別於當時傳統華資企業的中央集權
和從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高級職員會議上會
討論各種問題，包括員工最關心的事宜，例
如重組退休金和公積金，以及醫療福利等事 
項。

隨着業務日益多元化，東亞銀行設立了
一些新部門，包括稽核部和人事部，後者
是簡東浦特別欣賞的美國銀行業特色。自
1919年起，所有員工事務都由簡東浦親自
處理，他對每一位員工的表現、個性和家庭
狀況都瞭如指掌，一位員工憶述簡東浦當年
「像電腦一樣」。不過，隨着年紀漸大，加上
新面孔愈來愈多，簡東浦明白到這些事情應
該以更專業的方式處理。

東亞銀行於1960年代後期推出內部培訓計劃，以滿足銀行業的
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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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一向注重提升員工素質，鼓
勵各職級員工透過進修獲取更高學歷，基
層員工與資深職員（師傅）更建立起非正式
的「師徒制」，從日常工作中不斷學習。這
些「師傅」不但會教導「徒弟」如何做好日
常工作，也會傳承勤奮、自律、關懷、追
求卓越等美德，從而培養跨級及跨部門的團
隊精神，讓同事之間發展出深厚的友誼。正
式的內部員工培訓由 1970年開始實行，並
且不斷優化。到了今天，東亞銀行的員工培
訓課程素質之高有口皆碑，之後的章節會再 
談到。

衝出香港

1949年後，內地大部分外資銀行停止營
運，戰後並未重開的東亞銀行廣州分行，所
有資產和物業在 1958年皆被政府充公。上
海分行則獲准以民營企業方式經營，惟業務
被嚴格限制，到 1970年代，基本上僅作為
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的代理，負責
替人民銀行接收存款和各種費用。香港總行
期間不斷提供資金，確保上海分行能夠以民
營方式繼續營運。事後證明此舉非常值得，
能以有限的代價保留在中國的立足點。

前南越所有民營企業在1975年被國有化，早於1921年4月開業的東亞銀行西貢分行亦隨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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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後期，東亞銀行再次計劃進
軍新加坡。東亞其實早已與當地的利華銀
行合組聯營公司，但這次決定自行開設分
行，並在南干拿路（South Canal Road）興
建新大樓。東亞新加坡分行於 1952年正式
開業，主要處理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電匯、
外匯，以及香港、新加坡及西貢三地之間
的貿易押匯和信用證。1960年代中期，新
加坡經濟起飛，帶動分行的業務增長，業
務擴展至製造業融資，主要服務對象為日
資和港資廠家。亞洲貨幣單位在 1968年面

世，東亞銀行看到巨大商機，於是向新加
坡金管局申請經營牌照。1974年，新加坡
分行遷往馬吉街（Market Street）一幢更大
的全新物業，能夠容納更多員工和服務更
多客戶。新加坡隨後發展成東南亞金融中
心，東亞銀行亦以此為據點開拓其他新興 
市場。

西貢市的發展卻沒有那麼順利。西貢分
行在 1946年重開後，經歷無數政局變化，最
終於 1975年隨南越政府倒台而結業，而且很

1952年新加坡分行開幕時，員工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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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挑戰（1946至 1978年）

不幸需經漫長和艱難的談判才與新政府達成

協議，正式清盤。

管理層變動　

東亞銀行的最高管理層曾經出現過不少

變動。兩位創辦人李子方先生和主席兼總
司理簡東浦先生先後於 1953年和 1963年辭
世，對銀行影響甚大。簡東浦的兒子、執業
律師簡悅強先生隨後接任主席之位，直至
1984年。至於總司理職位則出現頻繁更迭， 
最初由馮秉芬爵士接任（1963至 1970年），
繼而由簡悅慶先生接任（1970至 1972年），
然後是李福和先生（1972至 1977年），再到
簡悅隆先生（1977至 1981年）。雖然每一位
都有其獨特個性，但都謹守審慎和創新的原
則。在他們領導下，東亞銀行得以保持穩健
可靠的形象，恒生銀行的遭遇不斷警惕大家
要小心謹慎和保持警覺。東亞銀行經過各種
巨變後，依然能夠穩步向前。李子方的兒子
李福權先生，在 1973至 1993年間出任東亞
銀行董事及銀行的醫生，他經過透徹的觀察
後指出：「回顧過去，東亞銀行經歷過很多
重大變革，但這些改變都是扎扎實實地一步
一步推行的。」

1978年，東亞銀行正處於一個巨大的十
字路口前，邁出重要的一步。

中國新希望　

中國在 1976和 1977年推出的經濟對外
開放政策，為市場帶來巨大的改變。1978年
12月，中國銀行通知簡悅隆，中央政府希
望東亞銀行能夠重新啟動上海分行的國際業

務，並邀請他到北京跟中國銀行高層及政府
東亞銀行慶祝創行50周年成立教育獎學金，支持學生修讀大學學位。

官員會面商討。簡悅隆對於中國市場開放感
到非常興奮，馬上答應前往。這可說是個歷
史性的決定。

北京之行成果豐碩，為東亞翌年重啟內
地業務鋪平道路。簡悅隆離開北京後旋即飛
往上海，視察分行情況。這是 1943年來首次
有香港東亞人員造訪上海分行，簡悅隆步入
分行的瞬間，無論對他或是對見證多年變遷
的分行員工來說，都是令人百感交集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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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華僑日報》，1946年3月31日；〈東亞銀行周六召開周年股東大會〉，《南華早報》，1946年3月31日，頁1。

2 美元在1972年貶值，6個月後，英國政府在6月23日宣布英鎊自由浮動。香港政府在7月6日決定暫時把港元與美元掛鈎，
到 1973年 1月 1日，香港不再屬於英鎊區，而是國外收支地區。（《東亞銀行年報》，1972年，頁8）

3 東亞銀行在1978年以雙方同意的合理價格把公司股份出售予住友銀行，在友好情況下結束關係，也因此為未來合作奠下
基礎。

4 饒餘慶，《Banking and Currency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Postwar Financial Development》，（倫敦：MacMillan 
Press，1974），頁 197。

5 李國寶博士：「華資銀行在香港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香港貿發局周訊》（1982年），頁18。

6 東亞銀行高級職員會議紀錄，1949年3月14日。

東亞銀行於1969年慶祝創行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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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 15年東亞的發展充滿戲劇性。其時
中國的影響力愈來愈大，中英兩國就香港前
途問題進行談判，掀起政治波瀾，衝擊社會
不同階層的信心。在 1983年9月24日「黑色
星期六」引爆了港元信心危機，港元兌美元
匯價暴瀉，一日內急跌9%。香港政府果敢地
實施聯繫匯率制度，把每美元兌港元掛鈎在
7.8水平，局面才逐漸穩定下來。然而，聯
匯制度無法阻止股市和樓市崩潰，很多銀行
和接受存款公司都陷入困境。1991年，國際
商業信貸銀行（香港）倒閉。隨後港府亦連續
3年出現財政赤字。

香港人在不同的方向尋找出路。一方面，
香港前途問題不明朗，觸發移民潮。另一方
面，中國擁有廉價的勞工和土地，如磁石般吸
引很多廠家北上經營；其巨大的市場發展潛
力，更是本地及外資銀行夢寐以求的機遇。

儘管矛盾和危機揮之不去，香港的經濟
仍保持繁榮興盛，無論國際貿易、製造業、
航運和金融業皆欣欣向榮，在 1980年代後期
和 1990年代更是突飛猛進，本地生產總值和
人均收入雙雙大幅增長，對「亞洲經濟奇蹟」

作出巨大貢獻。及至 1992年，香港躋身成為
全球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在亞太區更加是
首屈一指，本地銀行處理的跨境和跨貨幣交
易節節上升。從 1980年至今，在港的外資金
融機構數目一直超過本地金融機構，互相競
爭之餘，也激發出新思維，創造更多合作機
會。

東亞銀行變得更加強大，並積極在不同
領域擴展業務，展翅翱翔。

新行政總裁

1981年 7月，李國寶博士出任東亞銀行
總經理（現稱行政總裁），帶領東亞進入果敢
進取的發展期，無論銀行規模、發展路向和
業務範疇都是前所未見的。東亞的資本水平
在 1981年倍增至港幣2億元，至 1992年底
更大幅飆升至港幣 15億元，期間曾以不同方
式進行集資，最矚目的是 1987年8月配售新
股，引入法國興業銀行及中國銀行的關聯公
司中國建設投資（香港）有限公司認購新股，
兩間公司分別持股5.99%和 4%。1

第四章

展翅翱翔
（1979至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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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寶的管理哲學是：「經營銀行的關
鍵在於妥善處理各種關係」，這個想法塑造
了東亞銀行的行事作風。在銀行內部，他明
白不能以「一言堂」方式經營銀行，團隊協
作才是成功關鍵，故此十分著重與高級管理
層保持良好合作關係。為了培育一支合作無
間的團隊，他每天早上8時30分（後來提早
至8時 15分）會與管理團隊開會，風雨不改。
除了討論經營策略之外，亦會交流彼此的意
見和想法，同時讓大家清楚了解銀行各項業
務的進展。每天的早會成為東亞銀行獨有的
傳統。

與客戶建立友好關係同樣重要。李國寶 
強調，東亞必須為客戶關係增值，不應只限
於向他們放貸。隨着東亞開拓地產代理、物
業管理、廣告、股票和期貨管理，以及保險
等新業務，客戶亦可獲得更多資訊和專業意
見，並得益於銀行在相關範疇的經驗和龐大

的商業聯繫，享受全方位的服務。當東亞在
北美和英國開設分行，服務移民到當地的客
戶時，客戶關係網絡更得以進一步擴大及加
強。這個網絡也延伸到中國內地。

「我們並非香港最大的銀行，所以必須
尋找策略夥伴。」李國寶一語道出東亞銀行
與本地和世界各地機構合作的因由。李國寶
之所以能夠快速建立既深且廣的合作關係，
要歸功於他在香港和國際舞台上，均享有崇
高地位。他於世界各地均建立了非凡的聯
繫，並擔任多間大型企業的董事，因此有很
多機會接觸新意念，結交新朋友。他特別擅
長搭橋鋪路，即使東亞沒有任何即時得益，
也樂於撮合生意夥伴。「凡事看長遠」一直
是李國寶的信念，做中間人縱然短期內未必
有任何好處，卻可奠定穩固的互信關係，
將來總有大派用場的時候，長遠回報難以 
估量。

1983年10月15日，政府宣布港元與美元以7.8港元兌1美元的固定匯率掛鈎，遏止了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觸發的
港元貶值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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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回顧：梁肇漢先生及梁匡舜先生

梁肇漢家族與東亞銀行的淵源深厚。
梁肇漢先生的曾祖父是香港上市公司廣生

行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之一，他在童年時已
知道廣生行在東亞開立了銀行戶口，祖父
和父親也秉承這傳統。

後來，梁肇漢與東亞銀行亦建立起關
係。他回憶道：「我在 1973年離開任職的
大型律師行，期望闖一番事業，東亞給予
我機會，我的公司——梁肇漢律師樓成為
銀行指定律師之一。當時只有少數律師獲
此待遇，代表我們可以為東亞處理按揭貸
款事宜。這份認同為律師樓帶來更多生

意，主要是當人們看到東亞信任梁肇漢律
師樓，他們也會因而相信我們。反過來，
我們也會把客戶推介給東亞，因為我們
信任東亞。很多人希望選用一間穩健可
靠的銀行，東亞穩健的作風正符合他們 
所需。」

梁肇漢的兒子梁匡舜先生目前是律師

樓的高級合夥人，他補充：「這不單單關
乎穩健。東亞銀行與別不同之處，是勇
於創新和形象年輕，鮮有銀行能在創新
和突破之餘不失穩健作風，東亞則兩全 
其美。」

梁肇漢先生（左）及其兒子梁匡舜先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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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策略性地挑選夥伴，並用心建
立和維持業務關係，從而建立起龐大的關係
網絡。加上遠大的目光，令東亞能夠不斷自
我超越，邁步向前。

不可不提的是，當香港正步向主權回歸
的重要歷史關頭，李國寶的社會地位，以及
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力也不斷提升。1985年，
他獲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而委
員會的工作對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影響深遠。
這項公職不但讓李國寶接觸到內地高級官

員，洞悉國家在不同層面的發展，更重要是
令他明白到「一國兩制」概念的真諦，孕育
出對東亞銀行、香港及中國未來數十年發展
的願景。

李國寶擔任香港華商銀行公會主席，後
於 1985年立法局首次間接選舉中，自動當
選為金融界功能組別議員，其後連任多屆，
直至2012年退任。作為本地銀行界代表，
李國寶孜孜不倦地推動改革，主要基於3個
迫切的原因：降低銀行倒閉風險，避免政府
出手拯救；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配合中國改革開放；減少殖民地管治對

本地銀行體系的影響。香港銀行體系一些存
在已久的系統性問題，需要以大膽而全面的
方法根治；否則，像國際商業信貸銀行（香
港）倒閉這類災難，甚至 1965年滙豐併購恒
生銀行這段難以令人忘記的回憶，均有可能
歷史重演，屆時市場運作勢必受到衝擊，令
很多本來大有可為的機遇付諸東流。李國寶
極力主張香港須設立中央銀行，擔當獨立的
銀行業監管機構、貼現窗及「最後貸款人」
（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再輔以一
間獨立結算機構和其他金融改革，讓香港銀
行體系變得更安全和穩健，而最重要的是，
有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1993年，實質上等同央行的香港金融管
理局（「金管局」）正式成立，擁有「最後貸款

李國寶博士出任香港立法會議員之功能組別金融界代表長達

27年。

東亞銀行新總行大樓揭幕

在 1970年代，東亞銀行需要更多空間以滿足
不斷增長的業務需求，遂向建築師巴馬丹拿
（Palmer & Turner）提出，希望建造一座具備
「大膽、穩固、外觀歷久常新」的全新建築。
經過第三次重建，樓高23層的東亞銀行總行
於 1983年開幕，並邀請時任港督尤德爵士擔
任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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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權力。港府其後再推行多項由李國寶
提倡多年的改革，全面革新本地銀行體系，
詳情之後再述。

李國寶不僅激勵東亞銀行不斷向前，而
且協助強化銀行體系，使之能適時應對市場
巨變，並把握當中的機遇。

全新業務

東亞銀行拓展新業務領域，包括租賃、
單位信託基金、地產代理和保險等業務。

保險方面，東亞銀行最初與安泰國際
（美國最大上市保險公司安泰保險金融集團
的附屬公司）合組東亞安泰保險（百慕達）
有限公司（「東亞安泰」），雙方各持50%股
權。東亞安泰雖在百慕達註冊，卻立足於香
港，提供人壽、傷殘、團體壽險和退休理
財產品，在剛冒起的保險市場表現出色。

1987年，為進一步拓展市場和產品種類，東
亞安泰與安泰國際聯手收購藍十字（亞太）保
險有限公司（「藍十字」）55%股權。藍十字
當時擁有綜合保險牌照，可提供醫療及一般
保險產品，同時是本港主要旅遊保險供應商
之一。東亞銀行和安泰國際透過東亞安泰各
自持有藍十字 10%股權，安泰國際同時直接
持有35%股權。1991年，3間公司買入藍十
字餘下股份，東亞銀行所持的藍十字股權增
至50%（其中 15%經由東亞安泰持有），另外
50%由安泰國際持有。到了 1999年，東亞
銀行把手上的東亞安泰股權全數出售予安泰

國際，並從安泰國際手上購入藍十字的 50% 
股權。2

此外，東亞銀行亦大力擴展股票、期貨
和信託基金業務。東亞初期透過代理人公司
處理客戶的股票，並經由旗下證券部門替客
戶買賣股票。隨着交易量上升，東亞為令營
運更有效率而組建3間公司：東盛證券有限
公司（「東盛證券」）、東盛期貨有限公司（後

東亞銀行與安泰國際公司合資成立「東亞安泰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進軍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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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前稱「香
港荳品有限公司」）創辦人羅桂祥博士，
於 1949年獲得東亞銀行借出一筆 40萬港
元的貸款，用於興建現代化廠房。雖然他
未能完全符合銀行對抵押品的要求，但仍
獲得時任東亞銀行總司理簡東浦先生批出

款項。簡東蒲看着羅桂祥長大，從一名大
學生轉變成為一位有抱負的實業家，因此
對他投下信心一票。近 70年後的今天，
羅桂祥的兒子羅友禮先生說：「爸爸的信
譽就是最好的抵押品。最能保障銀行的不
單是有形資產，而是銀行對客戶的深入了
解，互信比一切都重要。」維他奶利用該
筆貸款踏上業務擴展之路，在往後數十年
間陸續再開設了3間廠房，均有賴東亞的
支持。維他奶與東亞一樣，是香港最成功
的故事之一。

維他奶在 1979年有意於剛推行改革
開放的中國投資乳業牧場。「爸爸對實業
救國（興辦實業拯救國家）滿腔熱情，但
他對內地一無所知，東亞向我們提供寶貴
的資訊和建議，又提醒當中的風險。當我
們決定投資時，東亞基於對我們和中國的
信任，批出一筆超過港幣 2,000萬元的巨
額貸款。」

維他奶透過所提供的資金、技術和管
理，及從紐西蘭購買 1,200頭純種乳牛，
使維他奶在中國的合作夥伴深圳光明農場

成功由一個小村莊發展成大型現代社區。
談到該合營企業時，羅友禮感到很滿意，
又稱「若沒有東亞的協助，我們不可能如
此成功。」

昔日回顧：羅友禮先生

羅桂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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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東亞證券有限公司（「東亞證券」）及東亞期
貨有限公司），以及東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東亞資產管理」）。1992年，東盛證券獲內
地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批准成

為B股交易商。

1989年，東亞資產管理正式成立，推出
單位信託基金，並為機構、公司及私人客戶
提供創新的投資服務。其中一個主要基金是
「巨龍基金」，屬於封閉式中國投資基金，集
中投資中國、香港和澳門三地的上市及非上
市公司。

東亞銀行擁有先進的電腦系統和其他配

套，令其早於 1981年 12月已可提供自動櫃
員機服務，不久，東亞更牽頭創立銀聯通寶
有限公司（「銀通」）。銀通是香港第一個跨
銀行自動櫃員機網絡，初期成員包括東亞銀
行、上海商業銀行、永隆銀行和浙江第一銀
行。成立銀通是個共贏的策略，參與各方都
大受裨益，李國寶當選為銀通首任主席，任
期兩年。其後，擁有多間分行的中銀集團亦
以創辦成員身份加入，大大增強了銀通的網
絡覆蓋。

技術演進：從NCR到 IBM

東亞銀行於 1985年由NCR系統，轉用
國際商業機器（「IBM」）的系統，3 以便更有

效處理其他業務，例如電腦聯網押匯、外
匯/貨幣市場交易、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
（SWIFT）的界面和總分類賬系統。此舉可
將所有應用程式整合至一個中央資料庫管理

系統，對銀行來說極為必要。簡而言之，東
亞必須與時並進，而李國寶積極推動各種 
變革。

外部網絡

隨着銀行業邁向全球化，東亞銀行開始
振翅高飛，經營日趨國際化。

1984年，東亞銀行取得美國聯邦銀行
牌照，打開北美市場，於紐約開設第一間分
行。兩年後，東亞再於當地唐人街開設分
行，提供零售銀行服務，專注服務日益富裕
的華人社區。至 1991年，洛杉磯分行開幕。
東亞的美國業務發展將在以後章節詳述。

東亞銀行倫敦分行於1990年開業，在英國華人社區中發揮着重要作用。

東亞銀行洛杉磯分行於 1991年開業，把業務擴展至美國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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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進入美國市場後，東亞銀行隨即
放眼英國，於 1990年在鄰近倫敦唐人街的
Shaftesbury Avenue設立分行。倫敦是世
界聞名的金融中心，東亞在當地開設分行
有助提升國際地位，而實際上，在倫敦和紐
約成立網點可讓東亞 24小時處理外匯市場
交易。倫敦分行深受來自香港和東南亞的客
戶歡迎，來自中國內地的客戶其後亦陸續 
增加。

在加拿大，東亞銀行創立了一間全資附
屬公司——加拿大東亞銀行，並於 1992年在
多倫多開設第一間分行。

此外，東亞銀行於 1986年在開曼群島開
設離岸分行，由開曼國家銀行負責管理。

開拓內地市場

東亞銀行在積極進軍海外的同時，亦馬
不停蹄開拓中國內地市場。  

1979年初，東亞銀行重新啟動內地業
務，地點依舊是 1927年便屹立於浦西的上
海分行。當時的分行經理是在上海團隊中服
務多年的胡象賢先生，香港總行則以每3至
6個月的輪換方式派出高級職員北上協助發
展業務，主要從押匯開始，讓他們逐步熟習
國情。胡象賢在 1984年退休，由曾經多次到
上海分行工作的余學強先生繼任為經理。

當時中國剛擺脫多年來的孤立處境，重
新與世界接軌，整個國家出現翻天覆地的變

東亞銀行就引進信用卡消費模式至內地市場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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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東亞銀行為中國引入全新理念和經營手
法，包括中國第一張信用卡。其時信用卡對
內地而言是非常陌生的概念，當局雖然有所
保留，但仍批准在內地使用。這主要出於對
東亞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把東亞視為老朋
友，相信東亞會以中國的利益為依歸。此
外，東亞與中國民航局、香港牛奶公司及
Jamestown 投資有限公司（香港美心集團的
聯屬公司）攜手成立中國首間合資企業——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實屬當時創舉。

東亞的中國業務在 1979年仍屬小規模，
但李國寶對國家經濟發展潛力非常樂觀。一
如所料，中國經濟在隨後數年突飛猛進。從
1984年開始，東亞在內地採取積極進取的
策略，務求盡快抓緊政策改革所帶來的每一

個機遇，保持領先其他外資銀行的優勢。為
此，東亞香港總行特別成立中國業務部門。
同時，身在內地的余學強為提高效率，精簡
了上海分行的架構。內地員工培訓亦加速進
行，1991年接任上海分行經理的鄧醒如先生
就以「像軍隊一樣訓練職員」見稱。當時很
多內地年輕人的志向是加入外資銀行工作，
東亞因此能夠吸納一些出眾又具上進心的人

才。這些人才當中，不少在往後十多年間獲
晉升至高層職位，推動內地業務加速發展。

憑着幹勁和遠見，東亞銀行在內地取得
重大成就。當私人物業市場開始萌芽時，東
亞成為首間進軍房產貸款業務的外資銀行，
為購買上海住宅的香港及海外買家提供按揭

貸款。海外分行亦協助開展相關業務，讓客

深圳代表處於 1985年開幕，並於兩年後升格為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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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以國際主要貨幣購買內地房地產。東亞本
身也直接參與物業投資：聯同中國銀行等夥
伴在上海浦東新區合作興建的中國銀行大廈

是其中一項代表作。東亞在地產代理和物業
管理方面亦處於領導地位。

自 1991年起，東亞為涉及外貿業務的國
企提供融資，也開始在上海以外地區，如杭
州和南京等地推廣貸款服務，甚至遠及青島
和大連。

內地其他分行隨後相繼成立。東亞銀行
於 1985年在深圳經濟特區開設代表處，為日
後升格為分行邁出第一步。1987年深圳分行
開幕，同年開設廣州代表處，並在 1992年升
格為分行。由於廣東是外商投資增長最迅速
的省份，這些分行的業務重心很快便從貿易
融資，轉移至日漸蓬勃的物業按揭、管理和
代理業務。東亞並為內地建築質量、發展商
信用、文件紀錄和法律合規等範疇訂立嚴格
標準，對內地房地產發展貢獻良多。

東亞銀行廈門分行於 1991年投入服務，
其特別之處在於毋須先行設立代表處。鑑於

當時台灣與廈門的電匯業務非常暢旺，東
亞抓住這個機會，為台灣工業家提供多方
面協助。1993年4月，東亞在台北開設代表
人辦事處，強化兩岸三地的聯繫。

在內地設立的代表處和分行，是成效
卓著的據點，有助與內地的銀行監管當局
和金融機構建立關係，同時觀察當地市場
的情況。由於預見深圳證券交易所快將成
立，東亞搶先行動，與 4間外資夥伴組成中
國第一間合資金融公司——中國國際財務
有限公司（深圳）。東亞於 1990年則與中國
銀行、交通銀行及三和銀行，成立上海首
間合資金融公司。

為推動內地科技發展，東亞銀行與深
圳大學及 IBM 合資組建了萬國軟件開發（深
圳）公司，可視作深圳發展成為全國高科技
中心的起點。

到了 1980年代後期，東亞銀行已成為
「中國通」，不但自身業務蒸蒸日上，還為
其他人士提供專業投資顧問服務，例如向
有意成立合資企業的公司進行簡介，就合

台北代表人辦事處於 1993年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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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地點給予專業意見、編製可行性報告、協
助商業夥伴與政府機構溝通等，不少客戶憑
藉東亞的建議順利打入內地市場，其中美國
化妝品公司雅芳（Avon）就經營得非常成功。

當中國已準備就緒走向世界，東亞銀行
作為企業中間人的角色亦有了新方向。較早
期的例子包括撮合華潤集團、泰國暹羅水泥
集團和惠安策略控股有限公司合作成立華潤

暹羅貿易有限公司。東亞亦促成內地企業入

股境外公司，例如招商局入股現代貨箱碼
頭，以及中信集團收購嘉華銀行等。

憑藉在新中國重啟業務，東亞銀行昂然
步入新紀元，同時秉承創立時的信念：為中
國在當今世界富強起來作出貢獻。

註

1 Christopher Marchand，〈BEA New Issue Signals Growth〉，《南華早報》，1987年8月15日。

2 《東亞園地》，1991年11月， 頁4；Eva To，〈Aetna to Buy 50pc Stake in Blue Cross〉，《南華早報》，1987年1月28日；
Peter Moreira，〈Bank of East Asia，Aetna Buy Blue Cross〉，《南華早報》，1991年9月28日；〈Bank of E. Asia Details 
Aetna JV Deals〉，路透新聞，1999年12月22日；Enoch Yiu，〈Insurance – Bank of East Asia Begins Plan of Expansion 
on Services Range〉，《南華早報》，2000年8月28日。

3 東亞銀行董事會會議紀錄，1985年4月1日。

東亞銀行於 1989年慶祝創行 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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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前言

1994年，東亞銀行踏入 76周年。這是
相當不錯的一年，繼續乘着「亞洲經濟奇蹟」
的機會，其盈利按年上升 38.6%。不過，在
隨後 7年間，東亞面對前所未見的挑戰和風
險，經歷起伏。受亞洲金融危機席捲香港和
整個地區的影響，1998至 1999年間盈利大
幅下挫。

儘管盈利出現波動，東亞在這段期間取
得多方面重要的進展。東亞銀行透過新舊融
資渠道，擴大資本規模，在 1996年及往後
多年，無論以資產、資本及盈利能力而言，
東亞均屬全港規模最大的本地銀行，並收
購了兩間銀行：中國聯合銀行和第一太平 
銀行。

第三部

1994至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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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方面，東亞可謂領先同業。
1999年6月 推 出 電 子 網 絡 股 票 買 賣 服
務 （Cybertrading）， 是 香 港 首 個 網 上 交
易服務系統，其時本港證券市場正高速
增長；同年9月推出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Cyberbanking），是全港首個功能全面的
網上銀行服務系統。東亞作為勇於創新的企
業，享負盛名，而這些發展進一步印證其成
就，同時擴大其市場佔有率，為客戶提供更
佳服務。

至於東亞享有獨特優勢的內地市場，既
湧現無限機遇，卻也風險難測。東亞追求最
大利潤之同時，亦時刻謹記要協助中國推進
市場發展。在香港，東亞分行網絡覆蓋更全
面，其後東亞亦開始檢討分行扮演的角色。
根據顧問公司A.T. Kearney的檢討報告，訂
出提升績效的轉型規劃。長遠來說，這次檢
討是為了改進東亞的組織架構、基礎理念和
內部文化。此外，1993年金管局成立，隨着
新監管規則推行，東亞的管理和營運模式亦
隨之轉變。

東亞要在金融市場立足，除了擴大規模
和專業發展，更要推動轉型，達至靈活、多
元化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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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最後 10年，面對香港和環球形
勢的變化，東亞銀行經歷了很多重要變遷。
世界各個層面都在急速全球化，香港金融市
場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和轉型，金融產品數
量激增，資訊科技一日千里，監管制度推陳
出新，這些因素都令銀行業經營環境更趨複
雜。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日益鞏固，而
中國的影響力也不斷擴大。

1994年，香港和區內其他地方一樣，沉
醉於一場已經持續 10年的繁榮盛宴當中。2  

被稱為「亞洲經濟奇蹟」在香港、新加坡、
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南韓出現，受惠
於國際貿易壁壘降低等自由化措施，推動
經濟快速增長。在很多城市，尤其是香港
和曼谷，新湧現的財富帶動投資熱潮，資
金流入商用和住宅物業、工業資產、基建

第五章

概述 : 香港與世界
（1994至2000年）

“ 1997年對我們來說不是障礙，而是機會。
”

——李國寶博士 1

及股市。熱錢從四方八面湧入亞洲，當中有
大部分經由香港進出，更加突顯其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同時，外資銀行亦爭相進駐。在 
1994年，香港共有 134間非本地註冊外資
銀行，1996年增至 151間的歷史高峰，直至
2000年才回落至 138間。全球 100大銀行
中，有 79間在香港經營。3 在 1998年底，香
港平均每 4,000人就有一間銀行分行，比例
遠高於英國的6,000至 7,000人，難怪李國
寶曾經形容香港是「銀行過多」。4

市場充滿着樂觀的氣氛，樓價和股價不
斷攀升，銀行都樂意繼續提供貸款。即使
回歸臨近，金融市場依然表現非常活躍。
1997年6月30日，在激動人心的交接儀式
中，英國國旗於午夜時分降下，中國國旗徐
徐升起，標誌香港超過 150年的殖民地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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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落幕。普羅市民都停留在電視機前，凝
神貫注，親眼見證這個歷史時刻，無疑這一
刻令不少人百感交集。 

主權移交並沒有如外界想像般引起金融

市場恐慌，因為大部分不明朗因素在回歸之
前幾年已經反映。很多在 1980年代移民外
地的香港人，也在 1997年前回流香港。反
而，沒料到的是亞洲金融風暴對區內金融市
場造成重創。樓價和股市飆升至歷史高位
後暴跌，並於 1998年大部分時間於低位徘
徊。不幸的是，當時樓市和股市主要靠貸
款支撐升勢，更甚的是借入貸款為美元。5  

當外資紛紛撤離之際，香港股匯受到國際
投機炒家的猛烈狙擊，迫使香港政府史無

前例入市干預（詳見下文）。1997年下半年
及 1998年對香港各階層都是非常艱難的日
子。1998年，本港經濟 13年來首次陷入衰
退，首三季本地生產總值收縮了5.7%，失業
率亦持續上升。

香港金融市場的成長

經濟起伏不定，卻無阻香港金融市場茁
壯成長，市場結構變得更成熟，也更趨國際
化。自 1980年代後期，市場經歷多次重大
改革。1987年 10月環球股災觸發香港股市
停市，令人驚覺自我監管及市場自律完全失
效，急須政府出手介入，促使 1989年成立證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於2000年成立，為香港證券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以支持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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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施加監管規則糾
正市場缺失並推動改革。其中最重要和全面
的舉措，就是2000年3月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香港期貨交易所有
限公司（「期交所」），以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
公司合併，組成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所」）。港交所的附屬公司進行股份制
改革，而港交所亦成為一間典型的股份制公
司，更是全球率先上市的交易所之一。隨着
金融市場日趨全球化，現代化改革提升了香
港在全球的競爭力，提供一個活躍而穩健的
平台，吸引中國內地和海外重要市場的參與
者到來。

聯交所和期交所的產品推陳出新，增加
了期權、股票期貨、日轉期匯、認股證、單
位信託基金及債務證券。6 科技進步不但有

助管理市場，更能夠促進交投量。1999年，
聯交所推出名為創業板的第二板市場，正好
趕上全球科網熱潮。

香港股市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在 1991年
底，聯交所共有310間上市公司，總市值為
港幣8,050億元；至2000年，上市公司數
目已增至 790間，總市值升至港幣 4.862萬
億元。7 日均成交量從 1999年的港幣 78億
元，飆升至2000年的港幣 123億元，增幅達
59%。香港股市晉身全球第十大，在亞洲區
排名第二。

同時，香港債券市場亦成為區內最具流
動性的市場之一。除了政府發行的外匯基金
票據及債券，還有政府全資擁有的企業，例
如地下鐵路公司及香港機場管理局所發行的

債券；而私營企業發行的港元債券總值，在
2000年增至破紀錄的港幣 1,806億元。到
2000年底，共有240隻債券在聯交所掛牌。

香港外匯市場亦不斷成長，而且日趨成
熟。1998年 4月，一項調查顯示香港日均外
匯交投量為港幣 786億元，佔全球外匯總交
易 4%，令香港成為世界第七大外匯市場。8

雖然香港只是彈丸之地，但外匯儲備總額排
名全球第四（以人均計算更是第二位）。

基金業和保險業發展也穩步向前。在
2000年，150間金融中介公司註冊從事基金
管理，當中大部分是跨國企業的附屬或關聯
公司；於2000年底，香港共有205間認可
保險商，其中 105間來自海外和中國內地。
這一切不但促進香港市場的發展，同時也為
東亞銀行帶來挑戰和機遇。

香港在中國 中國在香港

中國是香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隨
着基建計劃相繼出台，製造業持續擴張，
物業市場日益蓬勃，以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股票市場的設立並吸引不少新公司上
市，這些發展令內地對銀行服務的需求與日
俱增。1990年 11月，最具資本主義色彩的
股票市場，在闊別 41年之後，首先在上海重
開；同年 12月，深圳股市也正式成立。初期
只有兩種股票：供內地投資者買賣、以人民
幣交易的A股；以外幣交易（上海用美元，
深圳用港元）、為境外投資者而設的B股。在
1998年底，滬深兩地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增至
851間，市值接近人民幣2萬億元，相當於內
地國民生產總值的25%。這些上市公司對外
資的渴求推動了東亞銀行在內地和香港的業

務發展。9

為配合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內地推出
了多項銀行業改革。1993年，作為央行的人
民銀行獲得更多自主權，而四大專業銀行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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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為商業銀行。在 1990年代，新商業銀行
以企業運作方式出現，擁有自己的股東和董
事會。到 1990年代後期，此類銀行佔整體
貸款 15%至20%左右，佔整體存款則為8%至
10%。此外，人民幣開始循序漸進貶值至較
符合實際的水平，10 對促進國際貿易、外商
投資和旅遊均有莫大裨益。1996年，中央政
府進一步開放人民幣的使用，向外資銀行發
出首批經營人民幣業務牌照。及至 1999年，
中國已躍升為全球第三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的國家。

外國投資者急不及待欲進入中國市場。
儘管出現不少轉折，但投資者清楚知道，市
場仍會進一步對外開放。在 1990年代後期，
中國宣布西部大開發計劃，准許外資企業走
出沿岸地區，向內陸發展，而對中國可於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預期，進一步增
加內地市場的吸引力。

東亞、滙豐、渣打及其他香港銀行紛紛
擴充內地業務，來自日本及美國等其他國家
的銀行緊隨其後，務求搶先在內地跨出重要
一步。

據估計，香港的貨幣基礎有25%流通於
華南地區，部分評論因而形容，香港與內
地之間的邊界其實早在 1997年之前已經消 
失。11 在香港，處處都感受到內地的影響，
隨着普通話日益普及，東亞銀行亦特別加強
員工的普通話訓練。內地銀行相繼進軍香
港，既有協同效益，也加劇競爭。1994年，
香港有 15間持牌銀行的實益擁有者是中國內
地企業，2000年增至 19間，當中包括一些
大型銀行。

中國銀行在香港的冒起格外受人注目。
1994年，繼滙豐和渣打之後，中銀香港成為
香港第三間發鈔銀行，從而晉身為香港銀行

深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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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銀行公會」）第三個永久會員，與滙豐
和渣打輪流擔任公會主席。中銀集團由香港
13間成員銀行組成，其中8間由中銀全資擁
有，其餘 4間在本地註冊。成員銀行有完善
的聯網，尤其是藉着銀通（JETCO）與包括東
亞等其他銀行聯繫。中國銀行成為第三間發
鈔銀行，具實際和象徵意義，12 在本港銀行

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中國對香港股市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來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數目急增。1992年 
7月，首間在香港註冊的內地企業（亦稱紅
籌公司）招股上市，翌年首間H股（內地註
冊公司）青島啤酒也在港掛牌買賣，反映跨
境融資是大勢所趨，意味日後證券服務和
安排新股上市生意源源不絕，有利銀行業
務發展。2000年，H股和紅籌股市場集資
額達到港幣 3,340億元，佔當年總集資額 
74%。13 

銀行結構與制度改革

在 1990年代銀行業推行了多項重大的結
構和制度改革，對香港至為重要。

在 1993年之前，儘管並非全無監管，
香港銀行業的營運卻一直非常自由。上市的
銀行需要遵守聯交所的規則，而一般銀行則
由政府的銀行監理專員管轄，限制較少，執
法也沒有那麼嚴格。長期的系統性弱點，以
及 1980年代因香港前途問題引發的金融動
盪，促使殖民地政府出手強化既有的中央銀
行職能，務求在 1997年之前，確保匯率和
銀行業維持穩定，同時為監管銀行營運建構
一個更嚴謹的框架。1993年，金管局由外
匯基金管理局與銀行業監理處合併而成，其
角色實際上等同中央銀行。14 從 1985年至
2012年擔任立法局及立法會金融界議員的
李國寶，二十多年來一直為多項重要改革出
謀獻策。

香港金融管理局於 1993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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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肩負多項傳統央行的職能，例如
實施貨幣政策、維持匯率穩定、監管銀行
營運、保存及管理外匯儲備等。15 更重要的

是，金管局乃「最後貸款人」。本地銀行不時
面對流動性危機，早已希望政府能盡快設立
像「最後貸款人」的機制；特別是 1965年的
擠提風潮，導致當時經營得極之成功的華資
恒生銀行，成為滙豐銀行的附屬公司，很多
本地銀行家相信，如果當時已設有「最後貸
款人」的制度，這場危機相信是可以避免。
1995年，金管局獲授權可以接管出現問題
的銀行，並於 1998年推出貼現窗，為銀行
提供隔夜資金，便利同業結算。此外，為了
淡化殖民地銀行的主導地位，香港銀行同業
結算有限公司於 1995年 5月成立，是由金管
局和銀行公會共同擁有的私營公司，目的是
分階段接管原本的結算所管理銀行，即滙豐

銀行的結算工作，接管過程於 1997年 4月完
成。打破殖民地銀行的特殊地位，將其權力
轉移至金管局，正是香港主權回歸的一個縮
影。這些改革為所有持份者提供一個強大的
安全網，並建構一個更公平的競爭環境。公
平競爭是每個本地銀行家夢寐以求的，而作
為本地銀行界代表的李國寶亦一直孜孜不倦

努力爭取。這些改革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通過
了考驗，並且證明有效，沒有一間香港銀行
陷入危機，銀行業經受短暫衝擊之後便強勢
復甦。幸好，自 1991年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
閉後，便再無同類事件發生。

金管局除了維持銀行體系穩健，還推動
市場開放，從 1994年起採取連串措施逐步放
寬利率管制，至2001年全面撤銷管制（香港
銀行存款利率從 1964年起受銀行公會制定

李國寶博士在 1985年至2012年出任立法會議員期間，為推動香港金融業眾多改革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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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率規則》規管）。這項措施影響深遠，
銀行從此可自行決定零售定期存款利率，而
銀行為了獲取客戶，爭相推出更高的存款利
率。此外，金管局為開放貨幣市場，把債務
工具中央結算系統服務拓展到私營機構發行

的債券工具上，讓信貸素質達到可接受程度
的債務工具，可利用流動資金調節機制變現
資金。金管局又引入即時支付結算系統，降
低銀行同業間支付的結算風險，並於 1997年
成立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按揭證券公
司」），藉以推動按揭證券的發展。

金管局對銀行的監管及督導，在宏觀及
微觀層面都不斷提升，尤其努力緊貼不斷演

化的國際標準和要求，以鞏固香港的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因此，金管局勢必對香港銀行
體系及個別銀行帶來巨大影響，東亞銀行也
不例外。

在巨變的年代，銀行與時並進。在以後
的章節，我們會探討東亞銀行無論在架構、
營運或技術方面，甚至在文化層面是如何 
成長、從中獲益及蛻變，務求充分利用每一
個機會，並一如以往，積極變通以達致精益
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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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盈利與增長

1990年代，香港、中國，以至全世界經
歷前所未有的變化，東亞銀行也經歷了其從
來沒有的增長和轉型。東亞奮力向前，提升
新技能，發掘新定位，終在世界銀行舞台闖
出一片天。

1998年之前，東亞銀行錄得理想的盈利
表現，股東和分析員以至所有人都認為這是
理所當然（見下表）的事。然而，1998年的業
績卻令人大失所望，雖然不至於虧損，惟只
錄得微薄的溢利。然而，在當時極之困難的
經營環境中，取得此成績已經相當不錯。

表3.1：東亞銀行盈利表現（1994-2000）

撥備前經營溢利

（港幣百萬元）
撥備後經營溢利

（港幣百萬元）
除稅後溢利

（港幣百萬元）

1994 1,565 1,415 1,542

1995 1,899 1,758 1,641

1996 2,373 2,116 1,880

1997 2,710 2,418 2,075

1998 2,514 1,049 812

1999 2,759 544 1,481

2000 2,871 2,190 1,891

以資本、資產和盈利能力計算，東亞銀行在 1996年獲《銀行家》 （The Banker） 
評為香港最佳銀行，此項殊榮一直維持至2002年。東亞在全球的排名，更從
1995年的第313位攀升至2000年的第 190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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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壯大業務的迫切需要。李國寶博士深明當
時是行業併購的時機，他接受《南華早報》
訪問時說：「1997年之前是銀行業的整合時
期。」3 他坦言，必須對大型銀行集團保持警
惕，而保持增長才是生存之道。李國寶沒有
忘記香港的「不公平競爭環境」，業內的運
作往往偏袒某些銀行。4 東亞自創立以來已

持有此觀點，要糾正這情況的使命感一直未
變。面對這些威脅，短期和長期戰略規劃成
為東亞保持增長的關鍵。

東亞銀行必須擴大資本以把握眼前的機

會，特別是中國的業務發展。東亞亦需要
更多資本來趕上科技發展，加強各類銀行服
務。此外，也有來自金管局的壓力，當局期
望所有銀行建立有效的資訊管理系統，以確
保營運暢順，控制得宜，這需要額外投資。
當局並要求銀行保持較高的資本充足率和流

動資產比率，而新資本可讓東亞維持充裕的
資本充足率，遠高於金管局規定的8%。

資本和資金的來源 

以往，東亞銀行透過發行紅股以擴充資
本。東亞分別在 1994年及 1995年向股東配
發紅股，先後從股本溢價賬中將港幣3.62億

1998年之前，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暢旺，
零售和建築行業發展蓬勃，為東亞銀行帶來
可觀的利潤。2 然而，由於按揭貸款已成為
東亞的主要收入來源，當物業市場有任何波
動，便有機會對收益造成極其嚴重的影響。
事實上，1997年下半年樓市崩潰，對東亞
帶來嚴重打擊。其他壞賬包括東南亞的貿易
融資和中國的項目貸款，都需要提高撥備。
1999年，東亞的撥備金額高達港幣 22.15億
元；由於適時採取果斷措施，至 2000年東
亞便再次錄得穩健盈利，撥備減少至港幣
6.81億元。東亞從中上了寶貴的一課。

業績的起落，帶出了背後東亞致力創
新、因時制宜、克服挑戰、願意冒險與審慎
經營的故事。經此一役，東亞明白到即使過
往表現理想，仍要不斷求進，因此委託顧問
公司對銀行營運進行全面檢討，以作改善。

「追求卓越，自強不息」乃東亞銀行一貫
的宗旨。

資本和資產：如何變得更強大？

當客觀條件配合而擴展業務，相信是生
意人的直覺。不過，在 1990年代，東亞銀行

表3.2：股東資金、綜合資產和員工數目的增長

1994年 2000年

股東資金（港幣百萬元） 9,099 17,307

綜合資產（港幣百萬元） 79,667 179,168

員工數目 3,047 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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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港幣3.68億元轉化為股本。5 同時，東
亞亦物色其他資本及資金來源，包括利用金
管局大力倡導的新興債券市場，透過各種債
務工具如遞增票據、可轉換債券和浮息存款
證，藉此提高流動性。市場上不乏進取的
「安排行」出謀獻策及提供服務，例如在 1996
年 12月，東亞便委託法國興業銀行（作為賬
簿管理人）和另外6間銀行，發行港幣23億
元的浮息存款證。

按揭證券

物業按揭可說是香港銀行最穩健的業

務，由於物業市場總是供不應求，也極少出
現違約，向來是東亞銀行的重要收入來源。
可惜，情況到了 1990年代中期便陷入瓶頸，
面臨放貸額度用盡的困境。1993年，東亞的
按揭貸款佔整體貸款組合達 43.94%，6 受制

於利率高企和金管局要求銀行把按揭貸款比

李國寶博士向傳媒表示，在邁向 1997年之際，香港銀行業將會出現「整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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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保持在約 40%水平，東亞因此未能進一步
擴大相關業務。這成為其後東亞收購中國聯
合銀行的原因之一，因為中國聯合銀行的貸
款賬冊還有空間承造更多按揭業務，而東亞
則已達上限。李國寶不時提倡建立資產證券
化機制，認為要擴大按揭貸款業務，唯一途
徑是出售現有貸款組合，才能騰出空間，承
造更多生意。他期望與其他銀行和地產發展
商合作，建立類似美國政府國民抵押貸款協
會或「房利美」（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的機
構，這些美國官方機構批准發行按揭證券，
並獲美國財政部完全擔保償還本金和利息。7

李國寶的期盼成真。金管局希望加速發
展香港債券市場，遂成立按揭證券公司，為
按揭證券提供機制，是繼接受符合流動資金
調節機制（LAF）準則的存款證後，再向前發
展的重要一步。東亞銀行是首批與按揭證券
公司簽署按揭買賣協議及管理供款協議的銀

行之一，在有需要時可向其出售按揭貸款，
這有助提高銀行的靈活性。1997年底，東亞
成功為其貸款組合中本金額達港幣20.11億
元的按揭貸款，首次進行按揭證券化，所得
款項淨額主要用於擴大東亞銀行集團（「集
團」）的銀行業務，以及一般用途。8

東亞銀行亦有參與政府推出的「居者有
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及其他多項
資助房屋計劃，為置業人士提供按揭貸款。
這段時期樓價大幅波動，在 1997年上半年持
續上揚，接着大幅下挫，隨後幾年更了無起
色，東亞因此須相應調整策略。在 1998年，
集團向按揭證券公司出售總值港幣 17.74億元
的按揭貸款，當時貸款素質對銀行來說非常
關鍵。1999年，按揭市場爆發「減息戰」，東
亞通過提供靈活的按揭計劃滿足不同類型客

戶的需要，藉以增加業務量，從而提高市場
佔有率。除東亞之外，許多銀行亦積極安排

按揭證券交易。由於市場需求龐大，特別是
來自歐洲和美國的投資者，令銀行能順利出
售這些按揭證券；東亞銀行因為經營穩健，
享譽國際，推出的按揭證券尤其受歡迎。同
時，其他外資銀行紛紛湧入香港市場分一杯
羹，出售相關證券和其他債務。

收購兩間銀行

另一種增長的途徑，是收購小型本地銀
行。值得注意的是，東亞銀行在此期間成
功併購兩間銀行，主要有賴於已擴大資本基
礎，而透過收購亦使東亞進一步壯大。

1995年初，東亞宣布以港幣 12.87億元
收購中國聯合銀行，自 1993年 1月已展開的
漫長競標終於結束。事實上，中國聯合銀行
並非當時唯一的收購對象，東亞從不諱言有
意收購其他銀行。面對來自本地大型銀行的
競爭日趨激烈，併購是維護自身利益、保障
小型銀行的重要策略。如上文所述，李國寶
早已說過，規模較小的同業必須組成聯盟，
抗衡大型銀行集團，並且一如他所料，銀行
業在 1997年之前將出現一連串整合。他最初
的構思是聯同幾間小型同業組建傘式銀行抗

衡其他競爭對手。基於這想法，東亞曾接觸
多間本地銀行，可惜她們要麼無意放棄擁有
權，要麼則被大銀行看中，結果無功而還。
這亦解釋了為何東亞當初買入中國聯合銀行

後仍把該行保留在集團內獨立經營。

植根本地的中國聯合銀行於 1947年成
立，擁有 17間分行，主要從事零售銀行業
務。如前所述，東亞銀行收購中國聯合銀行
背後其中一個原因是擴大集團的版圖，同時
也希望透過該行經營更多按揭業務，解決東
亞按揭貸款額度用盡的困境。隨着內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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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兩間銀行無可避免需要更緊密聯繫，最
終合二為一。重組旨在提高營運效率和擴大
產品種類。為了達致規模效益，集團決定兩
間銀行共用同一個電腦系統，取代各自的電
腦系統。這次內部整合並非一帆風順：一方
面受到金管局訂下的嚴格標準所限，小型銀
行普遍難以滿足所有要求；另一方面，兩間
文化背景不同的機構「聯婚」也絕不簡單。
面對這些局限，必須依靠雙方管理層及全體
員工運用智慧、耐心和互相包容，才能取得
成功。9 技術方面的整合即使如何艱巨，反
而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

經過周詳的準備，中國聯合銀行的操作
系統終於在 1996年 12月成功轉移至東亞銀
行的電腦主機。至此，東亞的分行也可為中
國聯合銀行的客戶提供服務，大部分零售銀
行交易可通過合併後的分行網絡進行。在加
入東亞銀行集團翌年，中國聯合銀行盈利大
增 110.9%；10 各種新產品相繼推出，包括英
屬處女群島的離岸存款服務、FlexiLink賬
戶和電話銀行等，貸款和存款業務亦穩步增
長。2000年，中國聯合銀行的撥備後及除稅
後淨利潤創下歷史新高的港幣6,730萬元，
較 1999年度上升82.1%。11

2000年 12月，東亞以約港幣 32.8億元
現金收購第一太銀控股有限公司（「第一太銀
控股」）75%的股權。12 在百慕達註冊的第一

太銀控股於聯交所上市，唯一的投資是持有
第一太平銀行 100%權益，該行在香港設有
24間分行。經過強制性收購程序後，東亞於
2002年 4月完成與第一太平銀行合併。13

收購第一太平銀行非常具策略性，旨在
令東亞銀行在擴充香港業務時更具競爭優

勢，尤其在消費貸款和信用卡領域；否則，
按當時低增長的市場環境，需要更長時間才
能取得業務擴充的成果。有關交易還為東亞
帶來新的客戶群，可以進行產品交叉銷售，
亦是當時市場重視的發展。

同樣重要的是，兩項收購與東亞銀行矢
志進軍中國的大計相輔相成。當時人民銀
行定下的門檻是，外資銀行若要在內地開
設新分行，資產規模須達到 200億美元的
水平。隨着 2001年及 2002年分別併購中
國聯合銀行及第一太平銀行，東亞總資產
規模已超過 200億美元，使東亞踏上一個
全新的台階。

中國聯合銀行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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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 133間（其中包括了第一太平銀行
的24間分行和中國聯合銀行 17間分行），但
擴張已不應僅着眼於數量，而是著重優化和
重新定位。東亞為配合這新思維，將一些現
有分行，如九龍城分行及佐敦道分行遷往更
具戰略價值的位置，同時亦積極尋求在其他
重要地點，如在赤鱲角機場及九龍塘又一城
設立分行。

更為重要的是，東亞在舊有分行系統的
框架內進行革新，增添新功能以加強服務。
1997年，部分分行破格延長營業時間，此舉
大受歡迎，帶來更多按揭和消費貸款業務。
至2000年，已有 40間分行延長服務時段。

革新工作陸續推行。根據A. T. Kearney
的建議，分行應該變身為銷售中心，主要

中國聯合銀行於2001年併入東亞銀行。

中國聯合銀行的操作系統成功整合至東亞銀行的電腦

主機，為兩間銀行的客戶提供更便捷的服務。

本地分行網絡

東亞銀行不斷增加本地分行數目，務求
覆蓋全港主要地區。然而，至 1990年代末，
東亞開始重新思考分行的功能。國際管理諮
詢公司A.T. Kearney提交的報告列出了具體
構思（該檢討報告將在下一章作詳細討論），
儘管東亞分行數目從 1994年的69間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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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集中於銷售工作，以提升收入。事實證
明，把分行打造成個人理財服務中心的策略
非常成功。在2000年，共有20間個人理財
服務中心提供既方便又全面的一站式服務，
銷售及交叉銷售多種產品和服務，包括貸
款、互惠基金、保險和強制性公積金（「強積
金」）等。2000年以後，東亞重塑分行的步
伐進一步加快。

大中華區和海外業務

東亞銀行的海外拓展策略一直緊貼港人

的步伐，協助移居海外的港人與香港和內地
保持全方位聯繫。東亞早着先機，較本地競
爭對手早一步於海外開設分行，正如李國寶

所言，東亞在 1999年已「深入海外華人社
區」。14 隨着內地市場日趨蓬勃，國際貿易
及投資激增，東亞作為連繫人的角色日益重
要。無論是匯款予親友或是貿易款項交收、
投資製造業或物業，甚至是在內地置業，東
亞都可為海外華人提供適切的服務。

1980年代及 1990年代，大量港人移居
北美，特別是加拿大多倫多和溫哥華，以及
美國三藩市、洛杉磯和紐約等重要城市，都
成為東亞銀行的海外擴展目標，藉此服務一
些固有客戶，照顧他們在當地及跨國業務的
需要，同時捕捉新的商機。加拿大東亞銀行
於 1991年在多倫多成立，多間分行亦於短時
間內相繼開業，分別於 1996年進駐士嘉堡，
1997年進駐麥城，以及於 1998年在密西沙
加開設分行，為移居到這些城區的華人提供
服務。西岸方面，溫哥華分行於 1994年 4月
開始營業，發展模式跟東岸相近。在美國，
東亞設有3間分行，其中2間位於紐約，1間
在洛杉磯，紐約分行更於 1999年成立貸款
辦事處；在英國，倫敦分行則於 1990年開
始營運，東亞其後於 1997年在伯明翰開設新 
分行。

東亞銀行於2002年完成收購第一太平銀行。

隨着愈來愈多香港人移民加拿大，東亞銀行在多倫多開設多間
分行，為他們提供親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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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於 1997年獲台灣財政部批准，
把台北代表人辦事處升格為分行，成為首間
在當地開設分行的香港華資銀行。15 2000年
初，東亞進一步獲准設立離岸銀行部門。

東南亞經濟在 1997年之前發展異常蓬
勃，對投資者極具吸引力。東亞早在 1952年
初已成立新加坡分行，該分行成為了重要的
聯絡樞紐。1980年代，東亞在泰國成立合資
企業。1994年初，李國寶提到：「我們正與
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金融機構積極磋
商，目前尚未決定是否與這些機構組建合資
企業或收購其部分權益。討論的細節包括作
價、合作方式和法律程序。」16

1994年5月，東亞銀行與ECICS Holdings 
Ltd.及PrimePartners Holdings Pte. Ltd.攜
手成立PrimeEast Capital Group Pte. Ltd.。
這是一個區域性商人銀行和投資銀行集團，
專門從事股票經紀和企業融資業務，以香港

和新加坡為業務中心。東亞擁有該合資公
司35%股權，藉此鞏固在東南亞的投資銀行
版圖。17 1997年，馬來西亞納閩分行開始營
運，主要受益於區內離岸存款業務。同年，
東亞在馬尼拉及吉隆坡開設代表處。

人才

東亞銀行員工數目從 1994年的3,047人
增至2000年的5,095人。東亞一直堅信人
才是最寶貴的資產，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立
足，除了提供具吸引力的薪酬外，還要提供
專業和精心設計的員工培訓，才能吸引高素
質的人才，並留存優秀員工，以及協助他們
實踐抱負。此外，員工績效評核制度變得
更加透明，並提供各種資助和獎勵計劃。
2000年，為提升員工素質和生產力，東亞
落實全新的組織架構，其後加入更多改良方
案，以全新的評分標準改革薪酬安排。同樣

東亞銀行於 1993年在台北開設代表人辦事處，並於 1997年將之升格為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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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經過度身訂造的培訓計劃，更加
著重加強員工對產品的認識，提升其銷售技
巧，建立團隊協作，從而打造一支高效的團
隊，迅速配合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高度專
業的領域，如策略規劃、風險管理和新產品
開發等，成為培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東亞的客戶服務策略與時並進，僅僅提升技
術和管理能力並不足夠，禮儀及待客之道亦
被列入培訓計劃之中。

這段時期，東亞銀行經歷了一項重大人
事變動。時任董事會主席的李福和先生，
在 1997年正式退任，由行政總裁李國寶接
替。李福和於 1940年加入東亞，1972年至
1976年擔任總經理，1984年出任主席，他卸
任後轉任非執行董事至2008年，在2014年
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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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這段時期業務及盈利皆有增長，東
亞銀行仍不斷審時度勢，力求進步。香港經
濟結構轉變，競爭加劇，科技發展迅速，市
場出現新需求，監管規則亦推陳出新，種種
變化都帶來巨大壓力，驅使東亞不斷創新與
適應。東亞銀行實施多元化營運模式，全力
在中國市場抓緊機遇，創造商機，同時不忘
尋求突破，為業務重新定位，反思銀行的整
體經營理念。1

香港業務多元化

1994年 10月，香港銀行體系推行了一項
重大改革，就是逐步撤銷利率上限。在廢除
定期存款的利率管制後，銀行同業為爭取存
款掀起激烈競爭，導致資金成本大幅增加。
同時，本港利率緊隨美國利率持續攀升。2

當時李國寶博士提出應對之策，就是增
加非利息收入，這包括來自貸款、證券、保
險和信用卡的費用和佣金收入。其後，銀行
又重點開拓私人銀行、基金管理、強積金相
關業務、企業服務、租賃收入，以及代理

第七章

新方向：
多元化、不斷創新、 
尋求突破

人、受託人和託管服務。業務焦點的轉變在
收益表中反映出來，非利息收入佔經營收入
總額的比例，在 1999年上升至23.3%，2000
年則達至25.8%。3

東亞決定擴充保險業務，當時正值本港
保險市場穩步增長。在2000年，香港整體
總保費收入為港幣644億元，相當於本地生
產總值約5.1% （1999年則為 4.7%），足以證
明保險業在香港金融市場舉足輕重。4

東亞銀行早年聯同美國安泰集團（AEtna 
Group）組建兩間合營企業——從事人壽保險
的東亞安泰和經營一般保險的藍十字。東亞
在 1999年 12月踏出重要一步，取得藍十字
全部股權，同時將持有的東亞安泰50%股權
出售，並重組業務應對新形勢，把銀行的保
險部併入藍十字，提供多元化產品，包括醫
療保險和兒童教育計劃等。藍十字的優勢是
擁有綜合保險牌照，可涉足人壽保險等多元
化保險領域（2000年）。藍十字充分利用集
團的資訊科技提升服務，2000年 7月推出藍
十字網站，讓客戶可在網上購買保險；東亞
更動用約港幣 1,000萬元投資電腦系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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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管理保險業務。5 藍十字一方面承保東亞

銷售的保險產品，同時繼續通過自身的分銷
渠道銷售其品牌的產品，實現協同效應。6  

在重組業務後，2000年藍十字的總保費收入
增長 7%，表現優於市場平均的 4%。7

東亞銀行同時開展「安心保」銀行保險業
務。分行當時正轉型為銷售中心，正好是銷
售保險產品的理想地點。東亞首先在30間分
行提供即時簽發保單服務，其後擴展至整個
分行網絡，並於2000年 12月開設首間東亞

「安心保」保險服務中心。

多元化策略另一重點是發展信託服務和

財富管理。早在 1975年，東亞銀行（信託）

有限公司（「東亞信託」）在行業內已建立良
好聲譽，其服務範圍廣泛，包括擔任遺囑執
行人或受託人，以及擔任家族信託人、投資
基金、單位信託、慈善機構和公共基金的受
託人。而受惠於本港個人、家庭和企業累積
的龐大財富，東亞服務再獻新猷，包括成立
總部位於英屬處女群島的子公司東亞國際信

託有限公司，業務規模加速壯大，大大提升
營運能力。不少人留意到東亞非常熟悉中國
文化，令其在香港本地華人市場享有優勢。
1997回歸前，社會對主權移交的憂慮，或成
為推動香港信託服務蓬勃發展的因素。東亞
亦看準來自「中國第一代富戶」的市場商機，
部分人士晉身富豪行列之後，需要為其家人
安排信託服務。東亞在內地擁有良好聲譽，
經營有道、值得信賴、與全球關係密切的外
資銀行形象，早已深人民心，因而獲得這類
客戶的信賴。8

東亞信託的企業信託服務，亦正好迎合
香港政府為應對人口老化及退休保障而設立

的強積金計劃。在2000年 12月 1日開始實
施的強積金計劃，屬強制性、由私人機構管
理、需要全額供款，此後更成為市場重要的
資金池。東亞為此培訓約800名員工，專責
處理強積金的營運。9

為開拓非利息收入，東亞銀行進軍企業
服務領域，與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
勤•關黃陳方」）在2000年9月組成聯盟，
收購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80.1%股權。該
公司是一間提供企業服務的市場翹楚，業務
包括公司秘書服務、股份過戶登記和其他商
業服務。其於香港、內地和海外提供企業服
務的願景在不久之後得以實現。當時看似微
不足道的一小步，往後發展成為龐大的收入
來源。

東亞銀行於 1999年收購藍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全部股權。



65

新方向：多元化、不斷創新、尋求突破

進軍網絡世界 

1999年，東亞銀行在香港奠定兩項金融
科技里程碑。東亞於6月成為首間透過電子
網絡股票買賣系統（Cybertrading）提供網上
證券交易服務的銀行，並於9月藉着電子網
絡銀行系統（Cyberbanking）提供全面的網
上銀行服務，開創本港銀行業的先河。電子
網絡銀行功能先進，客戶無論何時何地，只
須透過一個賬號即可在網上管理多達 12個銀
行賬戶，實現一站式理財，當中包括轉賬、
開立、提取或續存定期存款；繳付賬單；信
用卡交易；股票買賣、賬戶和利率查詢等多
項服務；除了這些功能，客戶亦可循互聯
網、流動電話、固網電話、服務機、「名氣 

佳」（iCare）電視上網服務、個人電子手賬和 

「面面通電話」（PowerPhoneTM）等不同渠道
使用服務。這不但為客戶帶來革命性的體
驗，亦開創了銀行服務的新方向。電子網絡
銀行服務不斷升級，2000年3月加入按揭
貸款、私人貸款和強積金查詢功能，其後，
系統更擴展至服務企業客戶。同年推出的
MyCyberWorld 是一套完備的綜合銀行服務
解決方案，其中BEA My Yahoo功能可讓客
戶自創個人化網頁，10 為客戶帶來嶄新的個

人體驗。至2002年，超過 40%的基本銀行
服務都可通過互聯網進行。11

這些創新成果為東亞銀行贏得多項國際

大獎，勇於開拓的精神屢獲肯定，讓人認

東亞信託是香港兩間同時提供集成信託計劃及行業計劃的強積金供應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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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東亞作為一間小型銀行（按全球標準而
言）亦有能力取得如此驕人成就。當時或許
有人會質疑東亞何以急於推出電子銀行服 
務，12 然而不久之後，所有人都意識到電子
化是大勢所趨，東亞確實是業內勇於進取的
先行者。

 作為首間於 1970年代已推行電腦化的
香港銀行，13 東亞銀行憑着勇於嘗試新意念

和開發新產品而口碑載道。在推出電子網
絡股票買賣服務及電子網絡銀行服務之前

幾年，東亞已率先創造金融服務軟件產品
InterLink，14 讓客戶安裝在自己的硬件上，
方便處理交易、轉賬、信用證、監控財務及

其他服務。雖然 InterLink與市場上其他產 
品相類似，但東亞優勝之處是從不故步自
封。自東亞的電子網絡銀行面世後，其他本
地同業花了近一年時間，才在功能和效能方
面追上。

東亞銀行之所以能在當時勇闖網絡世

界，15 要歸功於加密模組「128位元SSL」技
術面世，為電子網絡銀行服務創造安全的環
境。16 不過，東亞能脫穎而出還是拜千禧年
來臨所賜。時值世紀交替，世界各地都憂慮
「千年蟲」問題會否導致電腦系統全面癱瘓。
金管局與其他地方的監管機構一樣，要求所
有銀行做好應變工作，確保其系統萬無一
失。為防止千年蟲入侵，銀行按監管要求把
系統「凍結」五個季度，從 1999年第四季到
2000年最後一季為止。換言之，任何銀行如
能夠在 1999年9月之前推出新系統，該技術
便順理成章擁有最少一年的領先優勢，東亞
的確做到了。17

早在 1997年，東亞銀行員工便開始着手
應對「電腦千年蟲問題」，採取了不少措施，
獲得主要供應商和交易對手的合規保證，並
與外部各方測試交換電子數據。東亞一直
與金管局緊密聯繫，系統早已完全符合解決
「電腦千年蟲問題」的各項要求，縱使付出約
港幣 4,000萬元代價，仍物有所值。當電腦
系統順利過渡至2000年，各人心情都很激
動。同時，東亞團隊開發的電子網絡銀行服
務系統，爭分奪秒，成功趕及 1999年9月，
即「凍結期」之前推出。

這是一次真正的勝利。

互聯網銀行服務讓東亞成功贏得數以 
萬計的新客戶，當中不少來自競爭對手。到
2000年6月，已有超過 10萬名客戶開立網上 

東亞銀行在 1999年推出全港首個綜合電子網絡銀行服
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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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戶。18 不單年輕用戶一如預期反應熱烈，
其他年齡層的客戶也很快發現網上銀行可取

之處。香港人普遍受過良好教育，已準備好
迎接改變。

其他方面繼續取得進展。電子網絡股票
買賣服務方面，東亞證券有限公司（「東亞證
券」）於2000年 11月成為首批採用經紀自設
系統的經紀商之一，帶動東亞銀行每日平均
網上交易量佔比，從 1999年的 10%上升到
2000年的30%。19 東亞相繼推出其他服務，
包括全港首創的互動話音識別服務，客戶只
需用電話發出語音指令，便可獲得實時股票
報價。2000年 12月之後，客戶更可以透過
音頻電話進行自動化股票買賣。

互聯網平台不斷加入新功能，有助東
亞開拓不同的業務，吸納更廣的客戶群。
CyberFund提供全面的基金投資渠道；
CyberPayment協助企業收賬；CyberValuation 

提供即時物業估值；CyberInsurance讓客
戶可購買安心保旗下6款保險產品；客戶
亦可使用MyPortfolio管理財務組合。20 至

2004年，東亞再次開創先河，成為首間香
港銀行，可提供完全獨立於個別電訊網絡的
流動電話和電子手賬理財服務。這些新功能
對用戶而言更具吸引力。

分析師認為，東亞的「先行者優勢」能在
激烈的競爭中鞏固市場地位。21 除了吸納更

多客戶及增加來自證券及其他交易的費用收

入，李國寶還指出，網上交易成本僅為實體
分行的6%至 10%，當更多人使用網絡服務，
東亞可望「把分行轉型為金融服務超市」，22

取得更佳的成本效益。

東亞銀行對科技作出長遠投資，充分反
映對未來的願景，並贏得多個本地及國際
獎項。2000年，「東亞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及「東亞電子網絡股票買賣服務」在Asian 
Banking Awards 中榮獲「New Business 
Venture」大奬；「東亞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成為「2000年香港服務業聯盟創意服務獎」
得獎者之一。另外，東亞更獲選為《歐洲貨
幣雜誌》2000年卓越成就獎的「香港最佳本
地銀行」。23

東亞銀行在中國也不斷開拓新領域，
2002年8月成為第一間在內地引入網上銀行
服務的外資銀行。

面對監管

金管局於 1993年成立，作為銀行體系的
監督和監管機構，對整個銀行業有着莫大的
影響。東亞銀行和其他銀行一樣，須要面對
一個全新的環境。

東亞是香港首間銀行推出網上股票交易服務——電子網絡股
票買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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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當時金管局其中一大議題
是「披露」。跟聯交所一樣，金管局強調更
高透明度，認為基於香港銀行體系資本充
足，盈利能力強勁，監管制度亦已強化，
若僅維持有限度的披露水平，實在與此趨
勢背道而馳。事實上，更嚴格的披露要求
能鞏固香港銀行的國際形象，提高在全球
籌集資金的能力。

東亞銀行應金管局要求，在 1995年 1月
公布 1994年全年業績時，列出了不同的資金
來源，把原先歸入「現金、存款及其他賬戶」
項目下的銀行物業重估儲備，撥作股東權
益。通過這種方式，東亞公開了之前從未披
露的客戶存款總額，已增至港幣 615億元。24

年報亦詳細披露該年度董事酬金。25 此後，
當局對訊息披露的要求進一步提升。

與其他銀行一樣，東亞銀行每年都要接
受金管局的現場和非現場審查，這些審查深
入而廣泛。1997年，金管局甚至派員遠赴東
亞大連分行進行實地考察，以了解分行經理
的調動情況，以及內地員工如何熟習金管局
所定的監管要求。26

金管局人員每年均會向東亞銀行董事會

作簡報，對銀行的表現作出評分並給予意
見，亦會向銀行提出一些改善建議。除此以
外，東亞銀行的員工和金管局人員也會透過
正式和非正式會面交換意見，過程既坦誠亦
深入。

因應金管局對營運和內部控制的關注，
東亞銀行採取措施積極回應。集團總稽核對
內部進行非常全面的稽核，範圍覆蓋香港、

東亞銀行多年來致力開拓創新的銀行服務，獲獎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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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和海外業務的各個層面，然後提交詳細
的審計報告。東亞又實行新措施，維持適當
的制衡，提高內地和海外業務的內部控制。
審計報告在往後多年愈加全面和深入，並促
成若干重大重組，令集團逐步轉變為中央式
管理。27

在2000年的現場審查中，金管局特別
著重於風險管理程序。正如商業歷史學家彼
得 · L.伯恩斯坦（Peter L. Bernstein）指出，
雖然風險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但在人類
歷史上大都以本能應對風險，而非運用科學
來管理風險，商業機構更是各施各法。28 國

際方面，風險監管始於 1980年代，西方金融
機構建立一些內部風險管理模型和資本計算

公式，以應對不可預知的風險，並增加監管
資本以抵禦風險。在香港，具備正規架構的
專業風險管理起步較遲；但至2000年，金
管局致力在香港推動風險管理專業化。

 東亞銀行固然有自己的風險管理策略，
但從2000年起，也開始着力在集團整體和
不同層面建立全面的風險管理程序，以便識
別、衡量、監察和控制各種風險，並按情況
因應不同風險配置資本。在往後數十年，風
險管理這領域不斷發展，東亞為此投入更多
資源，高級管理層亦愈來愈重視。

尋求突破

即使金管局已從外部進行審視，東亞銀
行也不忘自我檢討。儘管東亞多年來一直很
成功，成為香港最大的獨立銀行，其盈利、
資產和資本規模與日俱增，國際地位亦不斷
提升，贏得眾多獎項及殊榮。然而，管理層
認為，東亞雖然已表現不錯，但仍可以做得 
更好。

一方面，在本港大型銀行之中，東亞銀
行是最昂貴的銀行股，回報率卻最低，因此
被批評為「有問題的銀行」。29 東亞的成本對

收入比率持續高企固然是癥結之一，1998年
這比率達到 42 %，甚至比道亨銀行還要高。
至於股本回報率方面，1998年只得6.8%，同
業則有 12.9%，差距顯著擴大。

在 1998年底，東亞銀行管理層決定從最
根本入手，有系統的審視集團的業務表現。
東亞是時候進行一次徹底「檢查」，特別是海
外和內地銀行當時正摩拳擦掌進軍香港，競
爭勢必更激烈。

東亞銀行委任顧問公司A. T. Kearney針
對零售銀行業務和公司管理進行初步審視。
顧問與東亞管理人員組成專責團隊進行檢

討，經過數據分析後，設計出一個綜合計
劃，能兼顧提高收益、降低成本和改善管理。

評估報告主要檢討東亞銀行的組織和績

效文化、資源分配、客戶和渠道管理，並提
出多個新意念，例如透過精簡化、標準化、
集中化和自動化達致專業和高效的營運，同
時提出所謂「模範」銀行的概念。這報告為
東亞帶來短期和長遠的改變，涉及各個層
面，不僅在整體政策、策略規劃、營運架構
和資源重新分配上，同時也有人性化的一
面；如員工的基本心態、日常工作慣例和人
際關係，都與過去不一樣。正如現任總經理
兼人力資源及企業傳訊處主管甘艷美女士在

2016年所說：「顧問報告影響深遠，時至今
日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得到。」30

報告發現，東亞銀行未能賺取應有的零
售收入，其中一個原因是資源沒有獲分配到
盈利能力最佳的業務。「模範」銀行則會把
資金和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有利可圖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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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第一步應該先收集多年來的數據，基
於事實進行分析 ，以確定產品、客戶和渠
道的吸引力，決定應該加強或不再倚重當中
某些因素。「基於事實的分析」成為決策的 
依歸。

東亞銀行零售業務收入偏低的另一個原

因，在於沒有對客戶類型進行分層分析。報
告認為「所有客戶皆不同」，由於不同客戶對
銀行的價值有分別，應給予不同的對待。市
場上部分競爭對手藉優越服務搶攻「高端」
顧客，東亞必須急起直追。報告還提出必須
提升銷售文化：員工應該把更多時間用於銷
售產品，而不是處理交易。東亞應該運用更
多客戶數據來提升客戶服務及支援銷售。

在管理層方面，報告建議進一步專業
化，並強調問責和權力下放。規劃和執行都
要按規章辦事：在管理團隊中凝聚共識，釐
定落實策略所需的具體目的、計劃、時間
表、目標和量度表現的方式。東亞的組織架

構須根據「業務線」進行徹底重組。為爭取
最大回報，管理團隊必須按客戶需要、競爭
對手定位、市場經濟、銀行自身強弱處等因
素，利用事實數據為本的分析，作出策略決
定。

報告還建議東亞銀行採取其他重要措

施，包括在分行建立業績考核和獎勵機制，
引導員工爭取最佳表現，並加強管理訊息系
統，在管理上更加全面和講求目標。事實
上，建立高效的管理訊息系統，亦是金管局
對所有銀行的要求。

 顧問報告讓東亞銀行重新思考，更注重
生產力、盈利能力和專業管理，其關鍵重心
為集中化、精簡化、標準化和自動化。在實
踐過程中，本地分行無論在硬件和功能方面
均逐步轉型為銷售中心，從而增加收入，在
直接提升盈利方面貢獻更多。縱然效果未即
時可見，從長遠而言，報告促成東亞按照主
要市場分層和業務線，建立全新組織架構和
業務部門，提升戰略規劃和風險管理效能，
並改善資源分配。東亞不斷改良內部營運和
流程，配合簡化程序，持續提高成本效益。

1990年代後期是東亞銀行的轉型期，期
間推動業務多元化回應新的經營環境和法規

監管，藉創新提升服務水平，並透過自我反
思尋求突破。除了接受外部監督、監管機構
和顧問的意見外，東亞管理層和員工也培養
出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的精神。東亞訂下新
標準和願景，包括國際最佳慣例、專業化、
管控、合規和效率，在機構內部全面推行，
深入人心，引領集團邁向新世紀。

東亞銀行分行於2001年全面革新，讓專業的銀行職員與客戶更緊密
溝通，了解客戶所需，並提供適切服務，增加銀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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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貨幣雜誌》在 1995年評選東亞銀行
為「中國最佳外資銀行」。內地業務重啟 16年
後，東亞再度成為實至名歸的「中國通」。

對東亞銀行而言，中國內地在 1990年代
中期仍然是一個有待開拓的新世界。這裏既
可以讓商人一展身手，創造利潤，也可以為
中國經濟改革作出貢獻。當時有所謂「拿來
主義」（對新事物無任歡迎），中國熱切學習
世界新知，東亞亦為國家引進不少寶貴的意
念和做法。

中國當時正從國有和計劃經濟轉型至市

場經濟，在政治和經濟上遇到重重障礙。雖
然整體增長和市場發展日漸成熟，但開放對
外貿易、外來投資和外匯交易，免不了在進
展中見起伏。1 隨時間推移，政府因經濟起落

第八章

中國： 
風險與機遇

“ 中國最佳外資銀行

”
                                         ——1995年《歐洲貨幣雜誌》

調整政策，時進時退，令外地投資者受挫。
1992年 7月，時任副總理、中國人民銀行行
長兼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主任朱鎔基先生

宣布 16項緊縮政策，為過熱的經濟降溫，矛
頭直指房地產和證券投機等。由於營運成本
飆升，競爭加劇，不少外資銀行因而重新考
慮其在中國市場的發展。

不過，東亞銀行仍然堅持發展內地業
務。1994年初，李國寶博士重申對東亞內地
業務增長充滿信心，不但沒有收縮規模，反
而積極擴張。針對東亞在內地「過分進取」
的質疑，李國寶認為這些憂慮毫無根據。
「我們對中國內地的貸款總額佔貸款組合不
到5%，呆壞賬比率近乎零。此外，我們的貸
款均由當地知名的中資銀行或穩健的企業提

供擔保。」2 於同年較後時間，李國寶表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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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未來三、四年間，把內地貸款佔資產的
比重從 15%增加至25%。3

一年後，內地業務溢利達港幣2.29億
元，佔集團淨溢利的 14%。儘管當時內地推
行緊縮政策，但東亞的營業額和利潤仍能大
幅增長，特別是貿易融資業務收益甚豐。4

在內地發展，保持耐性至為重要。面對
前所未有的變化，當局必須平衡各方利益，
出現矛盾在所難免。即使到了 1990年代，
中國政府領導層對於市場經濟的角色仍然存

在分歧。此外，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差異極
大，推行改革必須因地制宜，循序漸進，不

能一蹴而就。直到 1990年代中期，發展仍集
中在沿海地區。這些獨特因素，對於東亞的
營運——特別是地域和業務範疇上，有弊也
有利。

東亞銀行保持積極樂觀，並善用與內地
建立已久的特殊關係，這種良好關係也是人
所共知的。東亞在 1979年成為首批於內地重

新開展業務的外資銀行之一，已與政府建立
緊密聯繫，特別是主管財金政策的官員。銀
行向他們表明決心及能力，願意協助中國經
濟發展，絕不會為求盈利而損害國家利益，
是可靠的盟友和策略夥伴。作為一間扎根香
港的華資銀行，東亞的優勢在於她不完全是

東亞銀行在華南地區建立了龐大的業務版圖。圖為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廣州分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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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在許多中國人眼中，東亞是「自己
人」，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仍心繫家國。東
亞密切留意中央和地方政策的變化，與官員
建立了穩固的溝通渠道，李國寶和其他東亞
員工不時主動提出意見，給予改善建議，樂
意分享新構思和新做法。

與內地官員、商家以至一般客戶擁有共
同語言和文化背景，使東亞如魚得水。中國
人常說「同聲同氣」，這最能解釋東亞何以
在內地取得成功，這文化優勢及影響力不容
低估。大家能以共同語言溝通，包括不同方
言，讓彼此明白對方說話本意，甚至能聽出
弦外之音，要知道魔鬼不單只存在於細節之
內，更是毫釐之間。

當時，香港和其他地方有許多人只顧對
中國苛刻批評，認為內地落後。東亞從香港
派往內地的管理人員卻有不同體會，他們部
分自 1980年代初已開始在內地工作，對內
地有更深入的了解，懂得欣賞中國取得的進
步。他們不會忘記在早期一切都匱乏的日
子，受貧窮和官僚主義掣肘，經濟發展相當
緩慢。1988年以前，5 外地人（包括香港居
民）只限在特設的友誼商店使用「外匯券」購
物 。在上海，只有外國人才可入住相對豪
華的錦江飯店。關達昌先生於1980年代初次
踏足中國大陸，每次在內地逗留兩三個月，
直至 1987年才開始長駐內地。他回憶當年的
生活點滴時說道，當時需要出示東亞銀行的
推薦信才可入住錦江飯店，而且每次出入必
須出示回鄉證。餐廳每晚 8時便會關門，之
後就沒有食物供應。他還記得在沒有空調的
浦西分行大樓內工作的情況：在夏季，他仍
然需要穿西裝，總是熱得汗流浹背；冬天的
時候，大理石地板凍得令人發抖，特別苦了
來自香港的員工，因為他們不懂得穿棉鞋或
在褲子裏加穿一層保暖褲。6

日子縱然艱難，卻給予東亞員工獨有的
歷史視野，這是無法從其他外資銀行獲得
的。來自香港的管理人員，固然以他們在東
亞所得成就感到自豪，每當談到中國按部就
班取得的巨大進步，更會流露無比敬意。部
分香港管理人員包括余學強先生、鄧醒如先
生和關達昌先生（關達昌於 1980年代長駐內
地工作，並於2009年至2016年擔任東亞內地 
子公司——東亞中國的行長），為中國的團隊
展現出色的領導能力，成為下屬學習榜樣。7

東亞銀行的內地高級管理人員調動時，
只限於內地分行之間的調動。不似其他大型
國際銀行，他們的經理可能會從上海調任到
倫敦或印度，轉眼又調到其他地方，而東亞
員工都有志在內地開展事業。東亞最初穩
步推動員工本地化，及至2000年代，推行
步伐加快，並設立更多網點。正如從上海招
聘、2009年晉升為東亞中國副行長的孫敏傑
先生指出，本地化並不局限於聘用當地人，
也可以是香港員工本地化，從中國的角度看
事情，深入了解當地情況。這支強大、充滿
熱誠的中國團隊，一直是推動東亞邁向成功
的巨大動力。

扎根內地意味這些來自香港的管理人

員，可以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
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的代表，得以接觸官員表達意見，以及了
解有關政策。香港中國商會亦是另一個交流
意見的有效途徑。8 總體而言，數十年來建立
的溝通渠道，無論是公開的、非公開的，都
是藉着信任和善意取得的成果。

中國的經濟改革可謂史無前例，沒有
先例可循，政府惟有不斷嘗試，從錯誤中
學習，或如鄧小平先生所說的「摸着石頭過
河」，一些在幾年前仍難以想像的政策，陸



75

中國：風險與機遇

陸續續得到實施。新構思首先會在小範圍內
試行，如果證明可行，便會廣泛推展。東亞
銀行對比中國和全球其他地區的銀行，規模
雖然較小，卻是很多新事物的先驅，常常獲
邀嘗試新措施；又或當東亞提出創新方案，
往往較容易獲得批核，因而得以造就很多
「第一」。很早之前，東亞已經促成了中國第
一間合資企業，並成為其合作夥伴；東亞也
為內地引入第一張信用卡，並在 1990年代徹
底改革了內地的信用卡結算方式。東亞又成
立了第一間中外合資財務公司。以上只是其
中幾個例子而已。

毫無疑問，能夠成為「第一」是一種榮
幸，反映政府對東亞的能力和信譽充滿信
心，同時亦讓東亞可以快人一步，有機會在
新形勢下獲益，簡而言之，能搶佔先機。然
而，作為試點也要付出代價。例如，這會對
員工構成沉重壓力，因為東亞不容有失，若
然失敗，也會影響其他外資銀行。此外，員
工堅信，協助內地銀行業發展至關重要。作
為先行者，東亞肩負着只許成功、不可失敗
的重要使命。

內地分行網絡

至 1994年初，東亞銀行在內地已設有
6間分行，分別位於上海、深圳、廈門、廣
州、珠海和大連，並於福州及北京設有兩個
代表處。同年 12月，第三個代表處於青島設
立，令網點數目增至9個，全部集中在獲國
家政策鼓勵優先發展的沿海地區。然而，東
亞希望把網絡擴展至華中主要城市。由於預
期當局將公布「西部大開發」政策，便相繼
於1998年及1999年開設重慶和成都代表處。
2001年，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東亞成為首間
在西安設立分行的外資銀行。

東亞上海分行在 1998年從浦西遷至浦東
陸家嘴金融貿易區，以提供人民幣服務，此
舉意義非凡。自 1927年以來，浦西舊行址
一直是東亞銀行屹立上海的標誌。1949年以
後，大部分外資銀行撤離中國，只餘 4間外
資銀行。滙豐銀行和渣打銀行在外灘的宏偉
建築物被政府沒收之後，只獲得分配很簡樸
的物業，那裏根本沒甚麼業務可言。東亞銀
行或許因為被歸類為僑外資（海外華人擁有）

東亞中國總部位於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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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真正的外資，故獲准留在原址並使用
一樓和閣樓。二樓至八樓的「使用權」則被
收回，分配予其他單位。然而，整幢物業所
有權仍屬於東亞。這使得東亞在 1979年獲得
批准後，很快便能夠重新開展業務。9

在遷往浦東後，浦西的舊建築應該如何
處置，成為當時惱人的問題。該建築還是
非常完好、堅固。當東亞提出這個疑問時，
人民銀行回覆指，何不把它改變成為一間支
行？對於東亞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轉
捩點，因為既可在內地設立支行，擴大業務
範圍，又毋須申請批准開設分支機構，省卻
不少繁複和費時的手續。

按照慣例，外資銀行要先開設代表處至
少兩年，才可升格為分行，期間代表處不得
賺取任何收入。東亞銀行曾經多次成功「抄
近路」，廈門分行於 1991年開業，便跳過了
需要設立代表處的一步。

東亞積極尋求擴大分行網絡，熱切盼望
把北京代表處升格為分行，但只能翹首以
待。當時人民銀行為外資銀行設立分行加添
新要求：資產總額最少為200億美元。對於
東亞銀行這類小型銀行而言，要達到這個要
求殊非易事，直至東亞收購第一太平銀行並
與之在2002年合併後，才成功跨過門檻，
北京分行終於在2003年開業。

位於上海浦西的東亞銀行大廈大堂，宏偉古典的設計標誌着銀行長期扎根於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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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布料、服裝、文具等國有外貿公司。廈
門分行業務覆蓋福州、汕頭、漳州，以至江
西的南昌。1993年至 1995年期間擔任廈門
分行行長的林志民先生（2016年獲委任為東
亞中國執行董事兼行長）憶述，每兩周便要
到福州一次，當時沿海沒有火車，也沒有高
速公路，乘坐汽車沿着「一級幹道」從廈門
到福州，途中總會遇上交通擠塞和混亂，行
程往往需時一整天（2016年同樣的行程只需
一個小時）。然而，福州是省會城市，有眾
多商機，所以這樣的長途公幹可說是無可避
免的。10 福建的台商合資企業發達興旺，大
多數是中小企業，它們專注於製造家用電器
和食品加工，再銷往台灣市場。

初期，票據手續費是國際貿易業務的主
要收入。不過，企業當時不得在東亞開立
賬戶，出口收取的外匯須立即轉賬至中國銀
行，它是唯一可以處理國際貿易和外匯交易
的內地銀行。外資公司可以開設外幣賬戶，
一般以美元為主，日資公司則通常使用日圓
賬戶。11

非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外合資企業的增
長，推動了以出口為主的製造業發展。東
亞銀行從信用證的概念發展出一項嶄新貿

易融資產品——打包貸款，12 該產品為出口

製造商提供融資應付上游生產，支付由原
材料採購到製成品包裝等的開支，這是把
現金流注入非國有產業的一種有效方式。
打包貸款徹底改變了外商投資工業的舊有

模式，以「三來一補」13為例，所有原材料、
設計和式樣都來自境外，產品製成後即運
回投資者所在國家，投資者負責全部成品
的外銷，中國唯一投入的是廉價勞動力和
便宜的土地。對於東亞銀行和其他外資銀
行來說，能夠擴大對出口製造業的信貸，
真是求之不得。

廈門分行

北京分行

業務範圍

國際貿易

東亞銀行初期在內地的業務主要集中於

國際貿易，包括票據、信用證和匯入款項
等。外資銀行之間競爭非常激烈，即使出口
製造業快速增長帶來很多貿易商機，銀行仍
要刻苦經營。東亞職員從上海等大城市，被
派往其他地區推廣票據業務和其他產品，例
如沿着長江到南京等城市，目標是那些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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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按揭： 
境外人士 / 海外華僑住房貸款

東亞銀行在 1988年已率先於內地推出
物業按揭貸款，從發展迅速的房地產市場獲
得豐厚收益。初期只為境外人士提供按揭，
主要是協助香港居民以外幣購買指定供應給

「海外華僑」的內地房產，當中大部分坐落於
上海、北京、廣州和其他大城市。

包括東亞銀行在內的所有外資銀行，都
憧憬當中國開放人民幣業務時，可以涉足日
趨龐大的按揭貸款市場。東亞內地房地產部
門主管唐展鵬先生在 1996年表示，東亞正準
備參與中國不斷增長的按揭貸款市場，當外
資銀行獲准參與其中，即可從中分一杯羹；
他預計當市場制度和法律更趨完善時，按揭
市場年增長率可超過50%。14

事實上，即使按揭貸款只可以借給境外
人士，東亞仍具有優勢。除了為香港居民
提供服務外，東亞還善用海外分行網絡，這
些分行位置優越，坐落於紐約、洛杉磯、倫
敦、多倫多等華人高度集中的城市，及後更
擴展至三藩市及溫哥華，當地華人都有意投
資內地房地產。比方說一名紐約客戶打算在
上海置業，他毋須親身到上海，只須通過紐
約分行辦理，以美元支付分期付款便可。隨
着愈來愈多內地城市向境外買家開放房地產

買賣，東亞的按揭貸款業務蒸蒸日上。同
時，海外分行數目也持續增加。

隨着外國公司和商人湧到中國城市，對
優質、管理完善、位置優越的辦公室和住宅
的需求極為龐大。東亞銀行在物業市場擁有
豐富的經驗，這方面的專業正好用於物業管
理和房地產諮詢業務。東亞物業管理（中國）
有限公司於 1995年成立，服務對象為內地主
要城市的甲級寫字樓。翌年，東亞物業代理
（廣州）有限公司和東亞物業管理（廣州）有限
公司兩間合資公司成立，主要為廣州的商業
大廈提供物業代理和管理服務，15 以滿足蓬

勃的房地產市場需求。東亞與國際知名的物
業顧問公司Marlin Land於 1996年成立East 
Asia Marlin Land，致力為內地的企業客戶
提供房地產服務，類別涵蓋辦公室、工業、
零售和住宅等各類型物業。16

東亞銀行對建築質量、發展商信譽、盡職審查和法律
合規方面設定了高標準，為內地房地產市場發展作出
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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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貿易和物業按揭以外，因着政府熱
衷發展基礎建設，也帶動了融資需求。東亞
把握機遇，積極為慎選的項目提供項目融資
和銀團貸款。17

金融服務

上海及深圳股票市場開通，掀起了資本
和金融服務的爭奪戰。東亞銀行再一次成為
業界的先行者——分別在深圳和上海當地成
立首間合資金融公司。1995年，東亞夥拍中
國農業銀行和熊谷組，組建合資金融公司，
即海南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東亞持有35%權
益。18 這是海南省首間中外合資金融公司，
除了從事貸款業務，也是一間商人銀行，為
內地基建項目安排資金，以及籌組銀團貸
款，同時是引入海外資本和國際金融管理技
術的渠道。19

1998年，東亞銀行與中國工商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工商銀行」）攜手合作，收購國民
西敏寺銀行投資銀行部（NatWest Markets）
的大中華證券和企業融資業務，20 進一步加

強內地的投資銀行業務。這宗交易對東亞和
工商銀行可謂雙贏，工商銀行藉此首次涉足
區內的投資銀行業，東亞銀行則進入內地快
速發展的代理經紀和企業融資市場，特別是
從事上市保薦業務。新成立的工商東亞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工商東亞」），工商銀行擁
有 60%股權，東亞銀行佔25%，餘下股權由
國民西敏前任高級職員持有。21 值得一提的

是，這宗交易讓東亞銀行與工商銀行的合作
關係變得更穩固。

信用卡 

東亞銀行為中國現代化獻新猷，引進信
用卡，這種金融工具逐漸受到市場歡迎。到

訪中國的遊客數量不斷上升，他們樂意使用
信用卡結賬，可是結算方式非常繁瑣，當外
國持卡人在中國使用信用卡支付，必須最少
經過四間銀行結算，過程費時且成本高昂。
1992年，東亞成為「試點銀行」，測試更高
效、簡化的信用卡結算流程，結果非常成
功。結算服務費用是上佳的收入來源，東亞
從中獲利甚豐。22

顧問業務

像香港一樣，東亞銀行擔當着將中國連
接世界的橋樑角色，充分體現外資銀行如何
促進中國經濟發展。23 東亞其中一個擅長的

領域，是為有興趣在內地開展業務的客戶，
提供投資顧問服務。東亞特別在深圳和上海
建立了兩個經濟研究中心，並在北京增設第

東亞銀行是首批在中國內地發行信用卡的外資銀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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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這些研究中心收集並分析與內地經濟
環境和投資機會的數據，向銀行及客戶提供
最新資訊。

顧問業務發展與內地經濟同步增長，無
論是為企業提供在內地投資的策略建議，還
是協助物色合適的合作夥伴，均為東亞帶來
收益和創造商機。在 1994年9月，李國寶指
出，東亞正為全球最大型公司（位列福布斯
500排名當中的 48間）提供諮詢服務，透過
為道路、水務、橋樑和房屋等基建設施工程
提供融資，東亞所促成的交易有助中國工業
結構轉型。24

人民幣業務

上海和深圳分行獲准經營人民幣業務，
是東亞銀行一個重要的里程碑。1998年，
東亞成為首批在中國開展人民幣業務的外資

銀行之一。分行可以為外國人和外資企業提
供存款、貸款、結算和擔保服務、國債，以
及公司債券投資。1999年8月，上海和深圳
附近5個省亦獲發牌為該等客戶進行人民幣 
業務。

低潮時期

在中國經商，不可能永遠一帆風順。
1990年代後期，市場已經過熱，醞釀了一
段時間的壞賬問題，在遇上亞洲金融危機後
終於全面爆發。25 東亞銀行備受打擊。在華
南，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東國投」）破
產，令東亞遭受重創。

1981年，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創立，
旨在吸引外資，其他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亦紛
紛成立。外國投資者以為這類國際信託投資

公司獲得不同層級的政府支持，對投資這類
公司趨之若鶩。26 廣東國投卻把資金投放在

無利可圖的地方，甚至投機，終於在 1998年
宣告破產。這時，投資者才如夢初醒，明白
中央政府不會擔保這些公司。全國各地的國
投公司也同樣走上末路。朱鎔基當時決定准
許廣東國投破產，沒有動用中央政府的資源
施以援手，藉此警告各省和其他地方政府機
構，要為自己的損失負上全部責任，同時也
是對外國投資者的警示。

廣東國投拖欠外資銀行的債項高達200
億美元，貸款人無不陷入困境。東亞銀行持
有其浮息票據和債券亦損失慘重，需要在
1998年作出港幣3.54億元全額撥備。27 根據

數據顯示，外資銀行在 1999年整體淨虧損合
計高達 1.56億美元。28

廣東國投倒閉對東亞的影響廣受關注。
在 1999年2月，東亞宣布已為廣東國投的貸
款全數撥備，並為內地貸款作出5%撥備，
為其他國投公司的貸款撥備20%。李國寶認
為撥備已足夠，他向媒體直言：「如果你認
為這樣做還不夠保守謹慎，我不知道怎樣才
是」，他同時承認，東亞正面對一個難以預
料的環境。29 不良貸款問題仍然令人擔憂，
東亞的不良貸款率由 1997年的 1.2%，攀升至
1998年的 4.1%；與內地相關貸款，包括國投
和紅籌公司貸款，佔貸款總額高達 14.9%。30

粵海企業是廣東省旗下另一間陷入困境

的投資公司，東亞銀行是粵海企業債權銀行
督導委員會8間成員銀行之一。李國寶促請香
港政府協助解決粵海企業的債務問題，特別
是向廣東省政府通報香港和廣東所受到的影

響。儘管所有消息皆令人沮喪，東亞銀行絕
無打算撤出內地市場。李國寶在 1998年底時
曾表示，「實際上，我們在內地的貸款比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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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貸款更有利可圖」，並強調「我們在內地的
發展策略，一直都是看長遠的。」31

同時，東亞正調整內地市場定位。於
1999年 7月，內地相關貸款按年減少 11.7%，
對盈利的貢獻無可避免劇減。不過，即使中
國市場有其缺陷，中國業務始終有利可圖，
而且很快重現生機。在2000年，來自內地
的除稅前溢利從港幣9,100萬元，回升至港

幣 1.45億元。32 新世紀來臨之際，東亞的內
地業務正迎來大量新機遇：中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東亞電子網絡銀行服務（中國）獲准
推出、西部大開發政策等，東亞正全速向前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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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孫敏傑先生訪問。

23 李國寶博士，〈Great Leaps Forward〉，《銀行家》，1994年8月，頁10。

24 Alison Warner，〈Border Meltdown〉。

25 Richard Roberts and David Kynaston，《The Lion Wakes: A Modern History of HSBC》（倫敦：Profile Books，2015），頁
295，見三峽大壩。 

26 鄒至莊，《中國經濟轉型》，頁230。

27 東亞銀行董事會會議紀錄，1998年11月26日。

28 Mitch Dudek and Kan Liang，〈Foreign Banks Seek Access to Renminbi〉，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Review（國際金融
法評論），21:2（2002年2月），頁44至46。

29 Jacob Rahul，〈Loan Provisions Surge at Bank of East Asia〉，倫敦《金融時報》，1999年2月3日，頁33。

30 Jacob Rahul，〈Loan Provisions Surge at Bank of East Asia〉。

31 〈BEA Chief Decries Downgrade〉，《南華早報》，1998年12月19日。

32 《東亞銀行年報》，2000年，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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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九龍的東亞銀行中心，是銀行的主要營運中心。

前言

第四部

2001至2006年

東亞銀行昂然邁進新世紀。

在2001年，按資本計算，東亞銀行是香
港最大的本地銀行。

這幾年間，東亞銀行內部最常提及的詞
彙是高效、優化和集中，透過重組企業架

構，將分行轉型為銷售中心，同時藉整合收
購的中國聯合銀行和第一太平銀行，提高效
率，塑造嶄新形象。

期間，東亞銀行把新重點放在投資銀
行、財富管理、企業銀行業務，以及剛起步
的企業服務上，取得了長足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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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科技進步，東亞在各方面均穩步增
長。

同時，東亞的海外業務不斷壯大，在美
國的成績尤為矚目。東亞與渴望打入中國
市場的外資銀行組成策略聯盟，大大提升其
國際形象。此外，其作為橋樑的角色更形重
要，東亞樂於協助海外和香港企業把握在中
國內地的機遇，可謂駕輕就熟。

內地市場持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營商
方式日新月異，東亞因應形勢加大對內地投
資，擴展分行網絡至新的地區，包括位於中
國西部地區西安，並着力培訓當地員工，推
出嶄新的銀行產品。同時，東亞作為網絡銀
行的先驅，不斷在資訊科技和網絡安全方面
作出投資。

內地業務不再是單向發展，東亞銀行早
已為在港開展人民幣業務準備就緒，首先是
推出人民幣儲蓄賬戶，接着是銷售人民幣債
券，還有其他一系列人民幣服務，見證香港
與內地進一步融合。無論是協助內地投資者
投資海外、幫助內地企業在香港融資，以及
打進國際市場，東亞都游刃有餘。以上所有
轉變貫徹東亞的新使命宣言，就是強調優質
服務、恪守誠信和與時並進。

2005年9月，位於九龍觀塘的東亞銀行
中心隆重開幕，提供更充裕的空間用作業務
營運、員工福利與培訓、研究和創新，藉此
實踐東亞的願景。儘管2003年受到嚴重急
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沙士」）疫情的衝擊，惟
東亞依然積極培育人才，勇於投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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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香港與世界
（2001至2006年）

每當說起2001年，大多數人都會憶起美
國「9・11」恐襲事件，當時全球政治、社會
及經濟均遭受到嚴重衝擊，對於熱切期待新
世紀來臨的人而言，更是沉重的打擊。東亞
銀行在隨後幾年將面對什麼挑戰和機遇？

其實，在這災難發生前，香港金融行業
已經歷了好壞參半的一年。9月之後，美國
市場不斷惡化，日本困境愈陷愈深，令香港
更難從亞洲金融危機中全面復甦。股市大幅
波動，樓價急劇下挫，失業率上升遏抑本地
消費。「負資產」成為可怕的現實，據金管
局資料顯示，在2001年近 16%按揭借款人受
到影響。另一方面，當時銀行體系流動性充
裕，難怪在2001年 7月3日落實撤銷利率管
制的最後一個階段時，銀行之間並未如過往
般爭相吸納存款。

相比「9・11」事件，2003年更像一場噩
夢。當年3月，俗稱「沙士」的疫症爆發，疫
情持續至6月，香港共有 1,755人受感染，其
中299人死亡。這種前所未見的疫症引起廣
泛恐慌，擾亂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也動搖
了港人對未來的信心。恐懼籠罩整個城市，

人與人之間都害怕互相接觸。於2003年 
3月26日，東亞銀行利東邨分行一名職員懷
疑受到感染，該分行被迫暫停服務。1 另一

方面，美國軍隊在6月攻入伊拉克，令前景
更加暗淡。訪港旅客人次較前一年同期大跌
58%，本地個人消費持續下滑，失業率在年
中升至8.7%的歷史新高。通縮更趨惡化，
住宅物業價格持續下跌，到了 7月，平均樓
價只及 1997年高峰時期的三分之一水平。
住宅按揭的負資產個案在同年6月急升至約

2003年，香港受到當時未為人熟悉的「沙士」病毒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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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式與中國內地更緊密聯繫起來，特別
是透過《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
「個人遊計劃」，2 這兩項計劃為香港帶來極

大禆益。「個人遊」的效應可謂立竿見影，在
2004年，逾 1,200萬名內地旅客來港，其中
425萬人屬於「個人遊」。內地旅客不但帶動
本地零售業、酒店及餐飲服務業，他們驚人
的購買力更帶動奢侈品市場大幅增長，全面
改變香港購物區的面貌，連帶社會和文化也
產生不少轉變。

至2004年底，香港形勢已全面改觀，那
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達8.7%。隨着經
濟好轉，新股上市活動顯著增加（特別是內
地企業），加上市場憧憬人民幣升值，吸引
大量資金流入香港，令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更
加充裕。

香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勢頭不變，
儘管市況起伏不定，但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日
趨成熟壯大。在此期間，特別是2004年之
後，金融業規模增長之快令人驚嘆。

2006年，香港以境外資產計算榮升全
球第 15大銀行中心，以及第六大外匯交易
中心。證券市場總市值從2001年底的港
幣39,460億元大幅增加至2006年底的港
幣 133,380億元，躍升至全球排名第六位，
超越多倫多，在亞洲則排行第二。2005及
2006年，內地四大國有銀行其中3間來港上
市，吸引全球目光。當中最矚目的是，工商
銀行在2006年成為首間同時在香港H股市
場和上海A股市場掛牌的內地企業，當時工
商銀行新股全球集資 191億美元，刷新世界
紀錄，其中香港集資額高達港幣 1,249億元

（折合約 161億美元）。32003年3月，東亞銀行利東邨分行職員懷疑染上「沙士」，該
分行須暫停營業。

106,000宗，佔整體住宅按揭貸款約22%。當 
時唯一上升的，看來就只有破產宗數。

尤幸，「沙士」肆虐僅屬短暫。香港經
濟在2003年後期已呈反彈，一方面受惠於
離岸貿易蓬勃，以及東亞地區、歐盟和美國
的整體經濟大為改善。同時，香港亦以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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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6年底，共有 1,173間企業在聯交
所上市，當年有62間公司新上市，集資額達
港幣3,339億元，香港一舉超越紐約，躋身
全球第二大新股集資市場。除了新股發行，
二級市場集資額亦達到港幣 1,907億元。

隨着更多投資產品面世，證券市場愈見
活躍。例如，2001年初至2006年底期間，
供投資者買賣的股票期權類別增加了超過一

倍。基金管理業務發展同樣令人振奮，外
資積極參與資產管理業，其規模在2006年
增至港幣61,540億元，是2001年的四倍以
上。李國寶博士大力提倡取消遺產稅，也在
2005年成事，這項改革有助提升香港的資產
管理中心地位。此外，強積金計劃也促進了
基金投資，於2006年底，強積金總資產達到
港幣2,024億元。

在金管局大力扶持下，債務市場發展有
理想表現，特別是按揭證券公司推動的第二按 
揭市場。債券市場亦錄得可觀增長，包括可
轉讓存款證在內的高息可轉讓債務工具，成
為銀行投放剩餘資金的主要渠道。在2006年 
底，未償還港元債券總額達港幣7,480億元，
遠高於 2001年底的港幣 4,940億元。

保險市場同樣快速增長，從2001年到
2006年，總保費收入平均每年增長約 16%。
本港保險市場十分開放及國際化，對世界各
地的大型保險公司有巨大吸引力。2006年，
全球20大保險公司中便有 13間獲准在香港開
展保險業務。

此外，新結算系統啟用，例如美元即時
支付結算系統和歐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
讓資金可平穩有序進出香港銀行體系。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從前的交易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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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監管

在監管方面，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於
2004年6月發布經修訂的銀行資本充足率標
準框架。為了提高資本要求的風險敏感度，
及鼓勵銀行主動改善風險管理，香港決定
在2007年 1月落實《巴塞爾協定 II》。在籌備
過程中，金管局開展了以風險為本的監管制
度，並完成《銀行業（資本）規則》和《銀行業
（披露）規則》。香港成為全球首批實施《巴塞
爾協定 II》的地區之一，這無疑有助提高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個別銀行而言，
除了需要把更多資源投入風險管理，更要爭
奪這方面的專業人才。

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繼續擔當香港經濟增長的火

車頭，在強勁的出口和資本投資帶動下，
中國持續錄得貿易盈餘，外匯儲備日益龐
大，對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來說極具吸
引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容許外
資銀行循序漸進擴大地域覆蓋、業務種類
及服務對象。

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後，香港和
中國內地互動和融合更加緊密，對證券市場
的影響十分顯著。在2006年，143間境外
上市的內地企業之中，便有 141間選擇在香
港上市，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總數增至367
間。內地企業透過港股市場的集資金額達港
幣3,849億元，佔當年香港股票市場集資總
額的 73%。

香港積極響應內地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

化的政策。 2004年，香港有38間銀行提供
個人人民幣存款、匯款和兌換服務。至同年

12月底，香港銀行的人民幣存款餘額超過人
民幣 120億元，並持續增長。鑑於人民幣並
非完全自由兌換的貨幣，香港在這方面的發
展尤為突出。人民幣賬戶的使用限制和其他
規限其後陸續取消，香港居民甚至可以在廣
東省使用人民幣支票，港人使用人民幣時不
再感到地域障礙。

跨境資金流動變得更自由和方便，並日
益雙向互動。多年來，大量港元透過貿易及
投資進入內地，這些資金其後通過銀行同業
市場回流香港。2006年，中央政府為了紓緩
龐大外匯儲備造成的壓力，推出合格境內機
構投資者（「QDII」）計劃，進一步促進資金流
入香港及經香港流往世界各地。東亞銀行是
首批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
銀監會」）授予QDII資格的外資銀行之一，
也是首批取得外匯額度進行QDII業務的外資
銀行之一。4

中國在2006年宣布自翌年起准許外資銀
行申請在內地註冊營業，消息令人鼓舞。在
2007年 4月之前數月，多間主要國際銀行密
鑼緊鼓準備，渴望能成為第一間獲批准在內

中央政府在2004年宣布設立官方渠道，可於香港開立人民幣
銀行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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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註冊成立全資附屬法人銀行的外資銀行。
東亞銀行非常榮幸能夠實現這目標，並再次
展現先行者的優勢，證明了東亞對內地的長
期承諾及支持最終帶來豐碩成果。

正當全世界注視內地市場之際，面積細
小的澳門也宣布放寬賭業發牌政策，藉此吸
引國際投資。一些全球最大的博彩及酒店營

運商紛紛湧入，令澳門的市道極其興旺。對
東亞銀行來說，這也帶來商機。

2005年和2006年是大豐收的兩年。期
間，東亞銀行錄得可觀盈利，成績彪炳，令
人相信明天必定會更好。

註

1 東亞銀行新聞稿，2003年3月26日。

2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是內地與香港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貿
易及投資便利化三大範疇，旨在促進兩地經濟融合 。「個人遊計劃」（IVS）於2003年7月28日推出，准許內地居民以個人
旅遊方式前往港澳地區。在此之前，內地居民只可以用商務或旅行團簽證前往港澳。該計劃目的是振興被「沙士」疫情衝
擊的香港經濟。

3 香港交易所，《2006年市場資料》，《2006年回顧》，頁2。

4 《東亞銀行年報》，2006年，頁28。

東亞銀行因應2003年6月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為香港投資者推出
了一系列融資安排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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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新使命、 
新形象、新力量

新使命 

東亞銀行於2002年踏入發展新里程，
資產總額達到港幣 1,800億元。2001年東亞
在《銀行家》雜誌的全球銀行排名中，是香港
資本最雄厚的本地銀行，以資本值計則全球
排名第 181位。其時員工數目接近5,000人，
一方面持續擴展業務及重新規劃提升分行功

能，另一方面於中國內地和海外市場的影響
力與日俱增。東亞如何繼往開來？此時正是
提出新使命宣言的合適時機，引領集團向前
邁進。

“東亞銀行竭力提供最卓越的金融服務，遵行最高之專業和誠信準則。我們承
諾提高服務質素，致力滿足客戶之需要，並以與客戶、股東、員工與時並進
為目標。

”
 ——2002年東亞銀行新使命宣言 1

新的使命宣言包含6個核心價值：

專業服務 最佳表現 以客為尊
優質取勝 與時俱進 誠信可靠 2

新使命宣言確立了極高標準，東亞銀行
竭盡所能實踐其使命，提升經營實力，效果
確實十分顯著。新使命部分理念是建基於管
理顧問公司A.T. Kearney審視東亞業務運
作後提出的改革建議，強調高效、優化流程
和集中化，並全面落實到品牌重塑、分行轉
型、人力資源管理、組織架構重組和營運操
作各方面。其他理念還有著重關懷別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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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與客戶及員工之間的關係。東亞特別重視
「關懷」——包括關懷員工、客戶以至社區，
在「企業社會責任」受到注目之前，東亞在
這方面早已是先行者。

新品牌

品牌建設是歷久常新的任務，東亞銀行
這次更是加倍努力展現新姿態，冀能彰顯新
使命和新企業形象。多個部門於 2000年成
立專責小組，研究品牌和市場定位，務求讓
客戶更容易識別及了解東亞銀行。東亞於
2001年 1月邀請具市場領導地位的企業形象
顧問朗濤設計顧問公司，就重塑品牌，以及
重新設計企業和零售產品展開策略性研究，
務求令東亞的形象更富現代感、活力和創
意，以及令產品更便利客戶。不久之後，東
亞換上全新的行徽和更鮮明的「BEA」英文
縮寫。新行徽以舊有設計為藍本，糅合「東」

東亞銀行企業形象的演變：

東亞銀行早年以不同形式展現企業形象。隨着銀行業的競爭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日趨
激烈，東亞銀行深明必須建立更強大的品牌形象，遂於 1972年設計了現有行徽，行徽結
合「東」、「亞」兩個中文字，以及代表海外業務發展的地球圖案。多年以來，行徽設計不
斷改良。

東亞銀行企業形象於2001年更新。左邊是從前的行徽，右邊則是現行的行徽。

和「亞」兩個中文字，突顯中間的地球圖像，
展現「經驗豐富、覆蓋全球」的概念，代表
東亞分行網絡遍布全球。3 隨後幾年，東亞
不時更新企業設計主題，體現與時並進的 
精神。

分行轉型

東亞銀行於2001年聘請A. T. Kearney
擔任「分行轉型計劃」顧問，目的是優化分
行網絡，將之轉型為銷售中心。根據顧問建
議，新分行只會開設在具策略性的地點，一
些盈利潛力低或位置明顯重疊的分行則須關

閉，部分則遷至較優越的位置。東亞的分行
數目在2001年至2006年間，從 124間減少
至88間，其中26間設有顯卓理財中心。4 東

亞亦透過其他渠道，例如自動櫃員機和互聯
網，以及隨後引進的視像櫃員（i-Teller）和流
動電話，滿足客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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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後的東亞銀行顯卓理財中心，設計簡潔寬敞，為客戶營造一個恬靜而
別緻的空間。

東亞銀行獲香港品牌發展局和香港中華廠

商聯合會評為2005年「香港服務品牌」。

在 2001年 9月，有 11間分行被選為「分
行轉型試點」，按照A. T. Kearney建議的模
式運作，並為前線員工提供培訓，以從事直
接及交叉銷售多元化產品，包括投資和保險
產品。至 2002年，部分分行的非利息收入
較 2001年增長超過 100%，總銷售額接近港
幣 16億元，可見新經營模式卓有成效。分行
員工在推動業務發展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角

色，分行向企業銀行處轉介的生意額更增至
港幣 4億元。5 其他分行隨後也逐步轉型。

為落實客戶分層這項十分重要的新業務

策略，東亞革新分行設計，並於2003年推出
顯卓理財服務，為與日俱增的中、高階層家
庭及個人客戶提供便捷和個人化的服務。顯
卓理財中心設計新穎，訓練有素的客戶關係

經理向特選客戶推介股票買賣、單位信託/ 
互惠基金、債券和掛鈎存款等各類產品。東
亞於2004年 10月在分行推出功能卓越的財
富管理工具「增值庫」，職員可透過此互動系
統為客戶進行投資及財務分析，找出最切合
客戶投資策略的銀行產品。

創紀之城五期 

2005年9月，東亞位於觀塘創紀之城五
期（「MC5」）的全新營運中心隆重揭幕，當
天有超過 700位嘉賓蒞臨觀禮。這座商廈樓
高 42層，東亞購入其中 15層並擁有大廈命
名權，冠名為東亞銀行中心。這項交易包括
購置商場店舖的優先權，東亞其後斥資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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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寶博士和銀行管理層於2005年主持東亞銀行中心開幕典禮。

5,050.89萬元購入3,254平方呎的店舖開設
分行。創紀之城五期是東亞「近年最重大投
資」，6 MC5這名稱令人更覺親切，標誌着東
亞具長遠目光，並以員工福祉為先。

東亞銀行在觀塘創紀之城五期落成之前

3年，已斥資港幣 13億元購入該物業，以便
集中各後勤部門。選址觀塘是經過長時間物
色，並詳細考慮成本、可用空間、交通便利
和周邊設施後所作的決定。項目吸引之處在
於這是一座智能商廈，而於物業發展早期購
入，可讓東亞在施工期間按其需要提出許多
具體要求，猶如「度身訂造」。東亞不少部門
均有參與策劃，確保新工作空間物盡其用、
地盡其利，並盡量便利同事工作，務求令部
門協作和互動產生良好效果。

東亞銀行中心於2005年5月落成，提
供超過 40萬平方呎的可用樓面面積，正好
配合東亞全力推動管理集中化計劃。隨着近
2,000名東亞員工遷入，東亞銀行中心隨即
開始運作，解決了長期以來後勤部門辦公空
間不足的問題，7 特別有助於研發新科技和

新工作方法。原本分散在 7個不同地點的資
訊科技相關項目負責人員終於可集合一起，
讓他們可更緊密聯繫，並提升效率。一切來
得正合時宜，除了正在進行的資訊科技項目
之外，東亞也展開設置銀行核心電腦系統第
一階段工作，作為日後各項業務發展的支
柱。東亞購買新電腦主機後，緊接是設計系
統架構。同時，東亞加緊開發客戶關係管理
系統，以便處理收集所得的客戶數據，提升
營銷策略。至於第二階段涉及存款和支付的
電腦模組，亦已完成規劃。8

數據中心面積達 10,000平方呎，其中
包括具有矽谷設計風格的創新中心，藉此激
發員工創意，9 彰顯東亞銀行在科技應用上

追求卓越的承諾。該中心由專業團隊 24 小
時管理，保證所有系統運作暢順，並獲授予 
BS7799資訊安全管理標準，是香港首間銀行
達到如此嚴格的保安要求。10 數據中心同時

是一個「孵化器」，構思並推出眾多令人耳目
一新的資訊科技產品，全面支援增長迅速的
銀行業務和管理運作，鞏固東亞銀行在此領
域的領導地位。

數據中心採用頂尖的設計和科技，配合
簡約優雅而充滿活力的風格，設有各項先進
設備。同樣地，類似風格和設施也應用到培
訓、會議和簡報的相關場地，位於東亞銀行
中心 7樓、可容納368人的演講廳正是當中
的代表。

東亞銀行中心地方寬敞，有利於建立團
隊精神和增進友誼。除了高科技設備，位於
頂層（42樓）的員工康樂設施，也令人印象
深刻。大多數商業機構會預留頂層供高級管
理層使用，或將之出租。東亞卻十分關懷員
工，把可以飽覽維港景色的頂層用作健身
室、職員餐廳、休憩室、哺乳室，以及兩個
培訓教室，各級職員均可使用。天台花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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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中心外觀

數據中心

天台花園

演講廳

員工餐廳

健身中心

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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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開放予所有員工使用的地方，該處視
野更為廣闊，並備有燒烤設施，可供舉行派
對之用，員工可邀請家人及親友一同參與。
曾經到此的訪客無不極力讚賞，特別是來自
其他銀行的職員。一位東亞員工自豪地說：
「哪間銀行會把大廈內擁有廣闊海景的最佳
樓層開放給所有員工使用？」11從中可見東亞

非常重視員工，並且對他們毫不吝嗇。

東亞銀行中心不僅能提高生產力和加強

部門協作，本身也是一項極具價值的物業資
產。觀塘原是工廠區，千禧年代蛻變成具活
力的商業中心，擁有多個人流暢旺的商場，
高級食肆和時尚商店陸續開業，帶動物業價
值持續上升。位於新廈地下的東亞銀行分行
和26樓的顯卓理財中心，皆受益於整個社區
轉型升級。

這是東亞銀行業務穩步增長的時期，
2004年後更顯強勁。

併入兩間銀行

中國聯合銀行和第一太平銀行分別於

2001年8月和2002年 4月併入東亞銀行，
整個過程費盡心思。在合併前，中國聯合銀
行是東亞的附屬公司，員工非常著重本身的

獨特身份。儘管在經營層面上跟東亞共享不
少資源，例如電腦系統，亦會使用東亞的培
訓計劃，但中國聯合銀行的員工會組織自己
的運動團隊，自行籌備休閒、聯誼和社區活
動，作風與東亞截然不同，雙方均強烈感受
到彼此的企業文化差異。12 直至2001年8月
27日完成合併，中國聯合銀行的資產及負債
歸入東亞之後，該行員工才真正成為東亞一
分子。

2001年3月，東亞銀行完成強制收購第
一太銀控股全部已發行股份後，後者成為東
亞全資附屬公司，並撤銷在聯交所的上市地
位。籌備合併的工作便隨即開始。 

這兩間銀行的合併，為東亞的規劃團隊
帶來龐大工作量，幾乎所有部門和各級職員
均受到組織架構重組和員工轉職的影響。人
力資源方面難免出現重大變化，例如統一薪
酬、重整職級架構、改良考核機制和整合員
工福利，凡此種種均與市場看齊；還有加強
關懷及支援員工的制度，這已成為東亞員工
關係管理的特點。13 有關工作不僅涉及財務

和技術，最重要是以人為本。

值得一提的是，積極爭取勞工權益的
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先生於 2001年 10月向東
亞銀行管理層表示，關注部分員工收到警

表4.1：東亞銀行溢利增長

2001年 2004年 2006年

（港幣百萬元）

綜合資產總額 181,765 210,370 294,202

資本總額 22,538 26,164 27,645

溢利 1,600 2,424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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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信，以及部分分行將在合併後關閉的消
息。李國寶博士當時解釋，人力資源是東亞
最寶貴的資產，東亞會明智地調配，確保有
關安排符合東亞在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布局。
東亞銀行在員工考核和行為守則方面有明確

指引，當員工表現未如理想時，公司會向他
們發出警告信，期望他們有所改善。李國寶
承認東亞正精簡零售業務，部分分行無可避
免要關閉，但未來如有理想地點，將開設新
分行，如果員工有顧慮，可向東亞員工關係
小組反映意見。李國寶的回應看來已說服了
李卓人，令他明白東亞銀行的員工關係制度
公平公正，李卓人甚至認同，管理層出面澄
清，有助消除員工的不安，並可提升士氣。14 

強化人力資源

因應架構重組和市場變化，東亞銀行在
2001年裁減200人，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
這次裁員使團隊變得更加精良，未有違背
李國寶所強調人力資源是東亞最寶貴資產的

說法。為了吸引並留住優秀人才，東亞不斷
提升員工待遇，包括提供並鼓勵職員參與培
訓課程及作專業發展，同時提升福利，獎勵
員工表現，以及營造關愛和諧的工作環境。
這些措施不但提高員工效率，同時讓他們的
個人生活更充實，東亞因此大受裨益。

培訓 

為使員工緊貼集團金融服務的發展步

伐，適應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東亞銀行創
建員工電子學習平台，提供不同類型的課
程，讓員工選擇最方便的時間和地點進修；
同時為擁有相關金融業務中介人牌照的員工

提供持續專業培訓，協助他們提升專業能力
和誠信。15 東亞也與大學教授和外界培訓顧

問合作，為員工度身訂造培訓課程。16自觀

塘創紀之城五期的東亞銀行中心啟用後，先
進的培訓設施和良好的學習環境令培訓工作

取得更佳效益，導師和學員亦樂在其中，獲
益良多。東亞銀行重視員工培訓，為香港銀
行業作出貢獻。

獎勵計劃 

獎勵優秀員工是激勵他們其中一個有效

方法。正如東亞銀行在落實分行轉型計劃
時，便推出「銷售績效管理和獎勵計劃」，
配合把分行轉型為銷售中心，分行職員成為
銷售人員。這種轉變不僅需要新知識，還要
有新思維。部分員工很快達到全新的績效標
準，銷售和業務轉介顯著增加。17 獎勵員工

重整中國聯合銀行和第一太平銀行的分行後，東亞銀行的
網絡和服務更顯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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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僅僅着眼於營業額。即使員工並非服務
高端客戶，若同樣以真誠、體貼和以禮待
客，體現東亞以客戶為尊的核心價值，重視
與客戶建立關係，亦會獲得嘉獎。18

過去數十年，東亞一直對積極進修爭取
更高專業資格的員工予以肯定，在專業資格
考試中表現出眾的員工可獲得特別獎勵。例
如2001年有3名員工獲得獎勵，他們均在所
修讀的香港銀行學會課程取得最高分，其中
一人便來自第一太平銀行。19

2004年 4月，經濟環境好轉，表現最優
秀的員工及某些特定職位成員獲得加薪。東
亞引入一套新機制來衡工量值，員工福利均
參考市場指標，而全新的高級行政人員獎勵
計劃也在同年推出。

東亞特別著重團隊精神和培養領導能

力，並為此組織管理層研修會和外展訓練等
活動。20

關愛與支援

東亞銀行強調對員工的關愛。銀行於
2001年9月成立員工關係小組，宗旨是透
過不同的活動和關愛計劃，增進管理層與下
屬，以及同事之間的關係。21 通過不同層面

表4.2：東亞銀行員工數目增長

香港 海外 大中華其他地區 總數

2001年 3,886 368 666 4,920

2006年 4,803 761 2,161 7,725

東亞銀行為員工提供廣泛的培訓課程，特別著重職業生涯和
個人發展。

的互動和交流，讓管理層更加了解同事在日
常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從而提供最適切的幫
助和資源。當工作上面對新要求，例如推出
新服務、銷售新產品、遵守新法規，滿足新
合規要求等，均會增加員工的壓力，此時員
工關係小組提供的協助更顯重要。小組還會
幫助員工應付工作以外的壓力。關愛計劃愈
來愈有系統，支援範圍更見全面，包括到醫
院探訪、設立投訴渠道、輔導服務轉介等。
當有同事的至親不幸離世，小組會致送花圈
以表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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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係小組與員工康體會緊密配合，
為同事舉辦不同活動，宣揚家庭、健康及友
誼的重要性。關愛和支援系統在爆發「沙士」
的非常時期發揮巨大作用，而在協助員工應
付個人危機時同樣成效顯著。東亞義工隊在
2012年成立，在社區不同層面開展義工服
務，把東亞銀行的精神發揚光大。

員工康體會

有別於近年才成立的員工關係小組，東
亞員工康體會歷史悠久，曾組織多支體育隊
伍參加業界比賽，與其他機構員工隊伍一較
高下，並定期舉辦郊遊遠足、聚餐等活動，
供員工及家屬聯誼。至2001年，在員工義務
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的大力推動

下，康體會成績斐然，還僱用數名全職員工
協助管理。2000年，康體會由現金部（現為
總行） 高級經理何耀強先生出任執行委員會
主席。他於 1969年加入東亞銀行，被許多同
事尊稱為「師傅」。在他帶領下，康體會顯得
活力十足、一呼百應，參加公益金百萬行的

東亞員工一年比一年踴躍，籌得的善款逐年
遞增。何耀強以口號 「我走，你走，大家一
起走」鼓勵同事積極參與康體會活動。22

何耀強獲高級管理層全力支持，籌辦不
同種類的康體活動，鼓勵不同部門和職級的
員工參與。東亞資助康體會部分經費，有時
會高達50%，並將東亞銀行中心頂層部分範
圍設為康體會辦公室。康體會所有活動均歡
迎員工家屬參加，鼓勵共融，培養團體歸屬
感。活動既可提升團隊精神，也增進同事之
間的了解。23 適逢當時中國聯合銀行和第一

太平銀行剛併入東亞，康體會正好於此發揮
其重要作用。

海外擴張

東亞銀行不僅在香港日漸壯大，同時不
斷於海外擴張，在美國、加拿大、英國、英
屬處女群島和東南亞共設有 19個營業據點，
這些據點的獨特優勢在於對當地瞭如指掌，

東亞銀行台北分行在 1997年隆重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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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對東亞地區有深入了解，能滿足海外華
人商界的獨特需要。東亞的海外貸款業務在
2002年增長32%，稅後溢利上升 13%：海外
貸款佔集團貸款組合的 12%。 2006年的海外
貸款業務則增長23%，經營溢利上升8%。東
亞在中國、美國和加拿大的業務將另闢章節
介紹。

為開拓正在復甦的東南亞市場，東亞銀
行充分利用新加坡的樞紐角色。由於業務增
長強勁，2009年東亞在新加坡核心商業區羅
敏申路購入一座商業大樓，面積比舊行址大
一倍。24

另一方面，東亞銀行於2002年在高雄
開設台灣第二間分行，也是首間香港銀行在
當地開設分行。高雄是繁華的工商業中心，
擁有台灣最大的港口和重工業重鎮，周邊有
多個著名工業區。東亞的目標是為台灣南部
的企業和個人客戶提供優質銀行服務，包括
外幣和新台幣存款、貸款和墊款、可轉讓票
據、匯款、商業押匯、跟單信用證和外匯買
賣等。正如此前所述，在競爭異常激烈的環
境中，東亞盡展其橫跨海峽兩岸的優勢，滿
足台灣與大陸商業聯繫更趨緊密而對銀行服

務的需求。

東亞進軍澳門市場同樣深具意義。澳門
於 1999年回歸祖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特別行政區，當時經濟興旺，特別是澳門
政府在2001年宣布開放博彩專營權之後，
吸引國際博彩業巨擘進駐，大興土木興建新
賭場和酒店，其他類型的外來投資亦接踵而
至。有見於商機處處，東亞於2001年在澳
門主要商業區南灣大馬路開設首間分行，提
供全面的銀行和金融服務，利用這據點與當
地個人和商業客戶逐漸培養出深厚關係。25 

跟香港一樣，澳門在落實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澳門分行

安排後，訪澳的內地旅客顯著上升，旅遊業
和博彩業成為澳門兩大經濟支柱，帶動經濟
繁榮發展。澳門百業興旺，為東亞貸款業務
帶來新機遇，因為不少本地和國際投資者均
透過香港為澳門的投資項目尋求融資。東亞
參與多項大型企業的融資計劃，有地產發展
和投資項目、為企業籌措營運資金、首次公
開招股前的融資活動等。其中較矚目的，是
2005年為獲得澳門博彩經營權的永利渡假村

（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籌措 7.29億美元銀團貸
款。26 其後，東亞於2006年在澳門再增設一
間支行。

策略性聯盟助增長

建立全球網絡不僅倚重海外分行，與策
略性國際夥伴的聯繫更是不可或缺。多年
來，東亞已視此為金科玉律，隨着中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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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益吃重，踏入新世紀之後，東亞更加積極
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東亞擁有完善的分行
網絡，以及對中國市場的深入了解，是外資
銀行理想的策略夥伴。來自加拿大、美國、
亞洲等地，特別是歐洲的主要銀行，均尋求
與東亞合作，希望為自身及其企業客戶開拓
更多商機。27

東亞銀行於2005年8月與德國中央合
作銀行（「DZ Bank」）組成策略性聯盟。正如
李國寶所說：「東亞銀行這次與德國中央合
作銀行組成聯盟，正好切合我們致力在世界
各地與策略夥伴建立業務聯繫的一貫方針。
東亞客戶可以透過德國中央合作銀行在當地

的龐大網絡，包括該行在歐洲的各個信用合
作銀行，以及客戶服務支援隊伍，進一步開
拓當地市場。」這項合作協議對DZ Bank的
企業客戶同樣有莫大益處。在德國本土合作
銀行體系中，DZ Bank為其轄下近 1,100間信
用合作銀行、共 12,000個辦事處擔任中央銀
行的角色。除此之外，作為德國第五大信貸
機構，DZ Bank是一間國際化的企業銀行，

主要為德國中小企業和跨國公司提供服務。
兩年後，東亞和DZ Bank持有多數股權的德
國德聯豐投資（Union Asset Management 
Holding AG）組成東亞聯豐投資。這間合資
企業大大強化了東亞的資產管理業務。

通過這些合作安排，東亞銀行在快速全
球化的市場中開拓業務，同時幫助同業於瞬
息萬變的中國市場發掘商機。

東亞銀行在內地不單可提供信貸，並可
提供人民幣融資，以及轉介法律、會計和
其他銀行相關服務；另一方面，收購企業服
務公司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Secretaries 
Limited），進一步幫助東亞銀行的海外客戶
建立和管理內地營運架構，28 明乎此，就不
難理解東亞為何能成為外資銀行青睞的內地

合作夥伴。東亞於2006年 11月與台灣工業
銀行簽署業務合作協議，已是第 14份與海外
銀行簽署的合作協議。29 這種策略性夥伴關

係可達致共贏，對東亞而言，則是增強實力
的良機。

東亞銀行與DZ Bank在2005年建立策略性聯盟，其後更在香港合資組成東亞聯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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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架構重組與
業務運作

東亞銀行奉行高效、優化和集中管理的
原則，不但推動分行轉型，亦着手組織架構
重組。為了在瞬息萬變的市場掌握機遇，向
客戶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東亞有必要重組架
構和推動創新。

架構重組

東亞銀行在2001年進行了大規模的架
構重組，把銀行運作劃分為業務單位和行政
管理單位兩大分支：前者轄下設有國際業務
處、投資銀行處、企業銀行處、個人銀行
處 4個分處，後者則統轄中國業務總部、營
運支援處、策劃及調控處、法律顧問處 4個
分處，另設直接向行政總裁匯報的人力資源
處，以及直接向董事會匯報的內部稽核。

銀行架構隨後再經重大調整，於2004年
把投資銀行處的部分部門轉移至新成立的財

富管理處，企業銀行處也大幅擴充。

投資業務

投資業務於此段期間內有可觀增長，在 
2003年市場大致復甦後表現尤其突出。受
惠於聯交所的上市公司數目、成交量及資金
大增，同時新股和二級市場集資金額屢創紀
錄，東亞銀行的投資業務持續向好。

東亞憑藉創新科技，令其營運享有領先
優勢，在推動投資服務發展中擔當主要角
色。備受矚目的電子網絡股票買賣服務在
1999年推出，客戶無論是管理個人賬戶或買
賣股票，只須點擊滑鼠便能輕鬆處理，方便
之餘令人耳目一新。電子網絡股票買賣服務
廣受歡迎，讓東亞的投資業務即使在2001年
至2003年市況低迷時期，仍能保持出色表
現。在2001年，東亞電子網絡股票買賣服務
的賬戶數目按年增加80%，超過30%的證券
客戶已申請網上交易，且比例持續上升。同
年 4月，東亞證券成功推出已升級的話音識
別電話買賣系統，這是東亞繼已有的電子交
易渠道，包括互聯網和流動電話後，另一個
全自動化的電子交易渠道。透過電子網絡股
票買賣系統進行的交易，分別佔總成交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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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及總成交金額的37%。1

資訊科技部門不斷為電子網絡股票買賣

服務系統增添新功能，包括讓孖展客戶（保
證金客戶）通過互聯網或話音識別系統進行
網上股票孖展交易（保證金交易），以及便利
客戶靈活買賣的實時股票報價服務。這是一
個雙贏局面，東亞讓客戶可利用一個方便易
用的交易平台進行買賣之餘，更可享受較低
的佣金收費和各種優惠；而東亞則受惠於交
易成本下降和交易量的增加。於2005年，
東亞期貨亦推出電子網絡期貨買賣服務。

財富管理   大行其道

李國寶博士在2002年底指出：「近年，
出色的財富管理愈來愈受投資者重視。」因
應2001年及2002年持續低息及低增長環

境，東亞銀行致力擴大產品類型，為客戶提
供更多選擇，以滿足他們尋求優質投資工具
以提升投資回報的需要。2

單位信託基金是東亞銀行積極拓展的投

資領域之一。東亞早於 1989年已成立全資
附屬公司東亞資產管理，專責單位信託基金
管理。二十一世紀初期，香港投資者對互惠
基金仍較為陌生，鮮有興趣參與，儘管登記
單位信託基金數目由 1999年底的 1,583隻，
增至2000年底的 1,860隻，3 只有約8%的港
人有投資於互惠基金，遠低於美國的50%。
面對眼前尚待開發的龐大市場，東亞找到當
中的玄機，明白到互惠基金不獲精明務實的
港人青睞，主要原因是基金公司普遍收取高
達5%的認購費。有見及此，東亞把分銷基金
的認購費一律降低2個百分點以作招徠，成
功搶佔市場份額。東亞亦善用科技優勢，創
建網上基金數據庫「網上基金中心」，為客戶

在二十一世紀初，內地主要銀行及其他旗艦企業來港上市，大幅刺激本港的證券交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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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佳服務。難怪《華爾街日報》當時有一
篇報道形容，東亞在推銷單位信託基金方面
「致力改變香港人對基金的觀感」。4

除了分銷基金，東亞銀行在專家團隊協
助下，開始推出自己的基金。2002年 1月，
東亞在傘形單位信託「東亞投資系列」下推
出首隻子基金，是一隻提供 104%資本保證的
基金，時任東亞銀行投資銀行處總經理李繼
昌先生（現任副行政總裁）解釋，考慮到當時
的低息環境，提供 4%的鎖定利潤已屬於具吸
引力的投資選擇。5 於2003年 4月，東亞推
出為零售投資者而設的東亞亞洲策略增長基

金，該基金為東亞資本增長基金旗下一款產
品，由東亞資產管理負責管理，為投資者捕

捉亞洲經濟強勁復甦潛力，最低認購金額僅
為2,000美元，入場門檻相當大眾化。6

市場在2004年全面復甦後，投資銀行處
的工作日益繁重，除了需要應付龐大交易量
之外，客戶更加精明，對投資的要求日增，
部門人手顯得不勝負荷。為此，全新的財富
管理處在2004年 7月應運而生。

這項新發展正合時宜。根據一份行業報
告，在2004年，本港高資產淨值人士增加
近 19%，同時本地生產總值增長8.1%，是擴
大投資者客戶群的理想時機。東亞銀行於
2004年2月悉數購入合資企業亞洲策略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股權，進一步加強基金管理 
業務。7

新成立的財富管理處，有助把銀行的結
構性存款投資產品和單位信託基金進一步精

簡化和多元化，成效顯著，帶動相關佣金收
入在2004年按年增加逾 70%，所管理的投
資基金業務資產淨值在 2005年錄得逾 15%
增長。8

2004年 11月，東亞銀行與全球首屈一指
的資產顧問公司Russell Investments Group
攜手推出「東亞尊享組合基金」。該基金採用
多元經理機構投資模式，以「基金中的基金」
方式分散風險，是客戶追求長線財富增值的
理想投資策略。該基金組合根據投資者的喜
好、取向、投資期限、風險承受能力和整體
投資目標，提供平穩、均衡、增長和進取型
4種成分基金，以滿足投資者不同需要。簡
單易明的分類，確實有助投資者作出最合適
的投資選擇。

東亞銀行在2005年夥拍上市公司香港
經濟日報集團旗下的「環富通」，推出東亞

東亞銀行於2005年推出電子網絡期貨
買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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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基金中心」，加強財經消息和投資基金
資訊內容。受惠多個投資基金表現突出，加
上所管理的強積金資產值增加23%，東亞專
責投資管理的附屬公司東亞資產管理，年內
的溢利上升逾39%，增幅可觀。9

隨着新基金陸續推出，東亞投資基金
業務成績驕人，2006年銷售總額飆升超
過300%，所管理的基金資產淨值亦增長 
20%。10 年內，東亞在香港和內地合共推出
110項結構性產品，相當於2005年所推出的
三倍，其中包括股票掛鈎存款和東亞銀行品
牌的互惠基金。11

結構性投資產品以往只屬私人銀行的富

豪客戶專享，現亦向客戶數量更多的「大眾
富裕客戶群」提供，反映香港社會財富結構
的轉變。12 儘管客戶日趨精明，但東亞仍有
責任讓他們深入認識投資利弊，特別是涉及
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衡量取捨。因此，銀
行員工必須接受專業培訓，以履行職責。在
知識型社會中，提升專業水平實屬大勢所
趨。在2005年第四季，東亞重新推出私人
銀行服務，對象為擁有流動資產達 100萬美
元或以上的高端客戶。13

東亞在2007年再向前邁進，與德國
領先的投資公司德聯豐投資（Union Asset 
Management Holding AG）成立合營資產管
理公司東亞聯豐投資，該公司往後為東亞業
務增長帶來強大動力。

強積金

強積金業務同樣表現出色，顯示東亞實
力雄厚，早於2000年東亞根據《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條例》，成為在香港同時提供集成
信託計劃及行業計劃的兩間核准受託人之

一。隨後數年，強積金成員、資產，以及專
為這些計劃而設的投資基金數目持續增加。
2005年，東亞在Mercer Human Resources 
Consulting編製的強積金指數（MPF Index） 
中，榮獲最佳表現強積金服務供應商
第二名，其後亦屢獲殊榮。東亞信託作為所
有上述投資業務和服務的受託人，同時繼續
做好固有的信託業務，例如擔任個人遺產和
私人基金的受託人等。

企業銀行

企業銀行處於2001年成立，業務範疇涵
蓋業務發展、貿易融資、企業及銀團貸款、
股票融資和信託。

企業及銀團貸款

在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引發市場
震盪後，東亞銀行重新定位，積極安排及包

東亞信託為強積金客戶提供多種投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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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銀團貸款，並致力為本地和國際大型機構
提供雙邊或多邊貸款，其中包括為大型內地
企業的香港子公司安排融資進行海外收購，
例如2005年為中信泰富安排港幣52億元的
銀團貸款。

香港新股市場在2006年非常興旺，東
亞擔任了 13個新股上市項目的收票銀行，
包括當時打破全球紀錄，成為集資額最大的
工商銀行新股上市。當時市場氣氛熾熱，香
港投資者沉醉於追求一夜致富，新股發行往
往錄得大幅超額認購，一度為東亞的操作系
統構成沉重壓力，但終能從容應付。同年，
東亞經零售渠道合共提供47隻新股上市項
目的認購服務，新股認購貸款總額達到港幣
1,718億元。

雖然其後市況轉趨淡靜，但東亞憑藉這
些業務，客戶數目和收入仍能保持增長。

業務發展

另一邊廂，東亞銀行在中小型企業貸款
業務上建立起獨有優勢。1997年爆發亞洲金
融危機後，香港中小企業陷入艱難時期，14

全球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知識
型經濟興起，均對中小企業迅速復甦帶來障
礙。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重要支柱，僱用接
近一半的勞動力，於是香港政府在2000年
開始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中小企業信貸
保證計劃」便是其中之一。東亞積極響應，
一方面為協助中小企復甦出一分力，同時亦
可從中發掘商機。例如2001年5月香港貿易

中國工商銀行在香港招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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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回顧：羅守弘先生

「父母總是樂此不疲講述 1960年代末
首次造訪東亞銀行的往事。當時父親需要
一筆貸款，用作重建其中一項位於灣仔的
舊式家族物業。後來新大廈竣工，並成為
公司新總部。自此，他開始涉足家族典當
生意以外的其他業務，成為地產發展商。」
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席羅守弘先生娓娓道

來羅氏家族如何與東亞結緣。他說：「雖
然父親從不喜歡向銀行借貸，但他依然對
東亞提供的首筆貸款心存感激。」

羅守弘則於2003年與東亞銀行建立
合作關係。當時「沙士」來襲，羅守弘以
非常廉宜的價格購入多個物業，包括三幢
大廈，由東亞承造按揭。疫情過後樓價持
續回升，羅守弘多次成功再融資，其合作
夥伴一直是東亞，並藉此擴大房地產投資
組合，進行重建項目和開展新業務。

「我只向東亞借貸。東亞一直默默支
持我，以我的利益為依歸，給予良好建
議，正如父親一樣支持我。保持溝通十分
重要，縱使父子間未必時常心領神會，偶
爾或會發生誤會甚至摩擦，但當經過坦誠
對話，彼此關係變得更融洽。就像數個月

前，東亞有意提高按揭利息，我感到不
悅；不久之後，東亞高層邀約共晉午餐，
不僅沒有調高利息，還提出增加其中一項
按揭的貸款額。我並不太需要加按，但東
亞主動示好，顯示出非常重視彼此的合作
關係。」

羅守弘準備把業務傳承給子女，羅氏
家族與東亞的關係將延續至第三代。 「正
如父親（很多年前）把我帶到東亞，讓我
認識那裏的人。」羅守弘說：「我也把三
名孩子帶到東亞⋯⋯因為我知道對他們來
說，這份恒久的友誼深具意義。」

羅守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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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舉辦論壇，向中小企業介紹各種銀行
服務，東亞派出中國業務總部和企業銀行處
代表組成的團隊，向中小企業介紹東亞在內
地和香港的金融服務，並且在不同的展覽介
紹產品，和回答參觀者的查詢。透過這些交
流活動，東亞一方面向中小企業商家提供重
要資訊，亦得以更了解他們的顧慮和意向。

東亞銀行工商業貸款部於2001年9月成
立，專注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包括透支、
短期貸款及分期貸款，15 並積極向資訊科

技、物流和電子產品等香港新興行業推廣服
務。在「沙士」肆虐期間，東亞提供出口貸
款融資計劃等靈活的信貸安排，協助許多中
小企業客戶渡過難關。

東亞銀行憑資訊科技作出獨特貢獻。東
亞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促進局」）在
2002年8月簽署合作協議，為中小企提供
一站式電子商貿解決方案。生產力促進局在
2001年 11月推出一套簡單易用的網頁設計服
務「網頁易」，提供廣泛、快捷的電子商貿服
務包括：域名註冊、網頁設計、網頁寄存、
會員服務、電郵推廣系統、網站統計報告、
購物服務、網上表格功能，以及搜尋引擎登
記服務。雖然服務已十分全面，但仍然需要
一個安全的支付閘門，東亞銀行的「付款閘
門服務」正好配合。該閘門採用的保安技術，
是國際標準的「128位元SSL」（128-bit Secure 
Sockets Layer）、「1024位元公共密碼匙」
（1024-bit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及Java

東亞銀行積極參與由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的中小企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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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確保信用卡資料在安全可靠的環境下
傳送。此項服務更為中小企業提供即時信用
卡付款授權，支援港元及美元交易。中小企
業結合「網頁易」服務及「付款閘門服務」，
可以快捷及以低成本建立全面可靠的電子商

貿平台，以擴展其業務。

李國寶表示：「東亞銀行十分榮幸能配
合生產力促進局的『網頁易』服務，提供安
全可靠的付款閘門服務，為本港中小企業提
供由單一供應商支援的一站式電子商貿方

案。這次合作計劃協助本港中小企業解決從
事電子商貿所面對的技術問題，讓他們能集
中資源，發揮所長，專注拓展業務。」16

同時，東亞與中小企業客戶培養出密切
關係，根據中小企的需要和財務目標，度身
設計靈活的服務組合。東亞提供貿易融資、
機器融資、電子銀行、強積金、一般保險和
公司秘書服務等全面的商業銀行服務，成為
這些企業的強大後盾。難怪東亞自2008年

開始，每年皆榮獲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
發「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不少本地企業回
顧過去，均有賴夥拍東亞而取得成功。17

為了更有效協助中小企業衝出香港，東
亞銀行與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香港總商會

合組策略聯盟，協助本地企業同時進軍內地
市場。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訂後，隨着
內地發展機遇日增，東亞提供的支持更具 
價值。

企業銀行處跟其他部門一樣，積極採用
先進科技。東亞銀行在 2001年 8月推出保
安精密的「企業電子網絡銀行服務」，確保
企業客戶可全面掌控賬戶，提高企業管理層
管理現金流的能力。隨後多年，該項服務不
斷增添新功能，提高安全性並擴大服務範
圍，賬戶數目亦顯著增加。至 2003年底，
登記該服務的企業客戶超過 9,300間，按年
淨增長 156%。

東亞銀行參與政府擔保的中小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計劃，為企業提供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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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服務：卓佳集團

東亞銀行為貫徹業務多元化和開拓非利

息收入，在2000年首次涉足企業服務市場，
沒料到日後會成為重點業務之一。東亞首先
向德勤•關黃陳方收購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

司80.1%股份，其後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從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
收購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全部股權。同
時，東亞與新世界集團及德勤•關黃陳方合
資組成卓佳控股有限公司（「卓佳」），三方分
別持有 71.31%、23%及5.69%權益。卓佳成
立後迅速擴展，先從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收購
在香港有近30年歷史的知名企業服務供應商
登捷時有限公司，繼而購入羅兵咸永道在香
港的公司秘書及客戶會計服務 100%權益。
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及其他多間公司其後

併入卓佳集團。18 卓佳透過向主要國際會計

師事務所及其他專業公司收購會計、公司秘

書、股份登記及相關服務，晉身成為香港企
業服務的領導者。

為滿足市場對優質企業服務的需求，卓
佳於2004年9月在上海開設內地第二間辦事
處，並於兩年後在深圳開設第三間辦事處。
新加坡方面，卓佳收購羅兵咸永道的公司秘
書、客戶會計、支薪外判和股份登記業務，
從而在東南亞建立據點，在翌年更進軍泰國
和馬來西亞。截至2006年底，卓佳在東南
亞地區 10個城市開展業務，聘用 1,000名
專業人員，包括經驗豐富的會計師、特許秘
書、律師及支援人員，同年的相關費用收入
超過港幣6億元，為集團的收費和佣金收入
貢獻良多。此外，卓佳亦積極為新股上市活
動提供支援服務，加強東亞的投資者服務。

東亞在千禧年代初推行架構重組，有助
銀行成功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克服種
種挑戰，並以嶄新科技為後盾，適時調配資
源，在提供產品和服務方面不斷推陳出新。
東亞秉承自強不息的精神，在新世紀繼續穩
步前進。

卓佳提供綜合商務、企業和投資者服務等外判專業服務，以助客戶拓
展業務。東亞銀行於2017年出售所持的卓佳股權。

通過連串收購，卓佳發展成為香港以至全球領先的企業服務
供應商。



113

架構重組與業務運作

註

1 《東亞銀行年報》，2001年，頁34至35。

2 東亞銀行新聞稿，2002年11月11日。

3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金融財務〉，《香港年報2000》（網上版）（https://www.yearbook.gov.hk/2000/eng/05/c05-01.
htm），不設分頁。

4 Karen Richardson，〈BEA Pushes a New Attitude for Hong Kong〉，《華爾街日報（紐約）》，2001年6月25日，C16。另見
Marissa Lague，〈Big Two Eye Funds Market〉，《南華早報》，1995年3月26日。

5 〈Bank of East Asia Set to Offer Guaranteed Fund in HK〉，Dow Jones Newswires，2002年1月17日。

6 東亞銀行新聞稿，2003年9月8日。

7 東亞銀行董事會會議紀錄，2002年10月7日。

8 《東亞銀行年報》，2005年，頁28。

9 《東亞銀行年報》，2005年，頁28。

10 《東亞銀行年報》，2006年，頁22。

11 《東亞銀行年報》，2006年，頁22。

12 《東亞銀行年報》，2005年，頁28；2006年，頁22。

13 東亞銀行新聞稿，2005年10月19日。

14 《東亞園地》，2001年11月，頁5。

15 《東亞銀行年報》，2002年，頁30。

16 東亞銀行新聞稿，2002年8月28日。

17 東亞銀行新聞稿，2008年5月7日。

18 東亞銀行新聞稿，2003年1月7日。



114

踏入新世紀之初，全球市場前景不明
朗，世人都把希望寄託在經濟騰飛的中國
之上。內地在2001年至2006年期間，國內
生產總值從 13,320億美元倍增至27,300億
美元，年均增長率達 10.25%。中國市場的
規模日益壯大，對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外
國資金蜂擁進入中國，而中國投資者則渴望
走出去。香港作為中國的對外門戶，獲注入
更大動力。同時，在中國的經商方式亦日新 
月異。

中國金融業不斷擴大開放，香港與內地
的邊界日漸模糊。愈來愈多內地客戶獲准開
設外幣賬戶，而香港客戶亦可持有人民幣存
款，讓香港迅速發展為離岸人民幣中心。正
如李國寶博士所言，香港是內地大型企業上
市的「首選市場」。1 內地企業一間接一間來

港籌集巨額資金，吸引全球注目。同時，內
地民眾已累積起龐大財富，個人外幣存款
達820億美元，人民幣存款相當於 1.5萬億
美元，2 香港和海外銀行均渴望能分一杯羹。

東亞銀行在中國早有鴻圖大計。儘管內
地業務於2001年僅佔東亞資產總額的6%，

第十二章

大中華因素

但溢利貢獻佔比卻達 11%。3 東亞總行正為

未來發展作好準備，在2002年率先向內地
業務額外注入5.6億元人民幣資本，以迎接
即將來臨的重大機遇。根據世界貿易組織協
議，東亞可於2003年底開始向內地企業提
供人民幣服務，至2006年底可進一步把服
務擴展至內地居民。東亞一直密切留意，準
備為全數內地分行申請人民幣業務經營牌

照。雖然注資是為了長遠目的，但很快已見
成效，截至2002年 12月底，經營溢利飆升
26.6%，至2.165億元人民幣。4 至2005年，
雖然東亞有三分之二的溢利來自香港，但當
中很大部分卻與內地有關，例如中資企業在
港發行新股涉及的費用收入，又或為駐港中
資企業提供貸款。5 當時，內地相關貸款佔
整體貸款總額達 18.3%。

李國寶高度讚揚香港政府與內地簽訂的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讓香港銀行在內
地發展享有極佳優勢。東亞銀行善用這新形
勢，積極進軍內地並取得豐碩成果。一名分
析員在2006年曾形容，相比起直接投資內
地市場所需要承受的潛在風險，買入東亞銀
行股份是有效的替代投資方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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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內地業務：分行網絡

如要評估東亞銀行在內地的業務增長，
只需簡單計算營運據點便一目了然。2001年
初，東亞銀行在內地只有6間分行，到了
2006年底分支機構已增加至31間，包括12間 
分行、14間支行和5間代表處，此外，其自
動櫃員機的數目亦不斷增加。7

東亞銀行西安分行和北京分行分別於

2001年及2003年開業，標誌着分行發展兩
個重要里程碑。

在首都開設分行極具象徵意義，東亞十
分期待這個機會。雖然當時還有另外 4間外
資銀行一同獲批准，東亞卻是中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後，首間在北京開設分行的外資銀
行。8 當時，東亞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開
幕典禮，超過 400名來自北京、香港和海外
的嘉賓出席，包括政府和銀行界要員，見證
這歷史時刻。9

策略分行：西安

分行所在地具策略重要性，遠比分行數
目重要。東亞在 1993年開設大連分行，業務
範圍已深入中國東北地區，實現了從珠江三
角洲向沿海地區延伸的布局，而2001年成為
首間在西安開設分行的外資銀行，更標誌東
亞朝着中國西北部發展。

東亞銀行於2003年開設北京分行，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首間在北京開設分行的外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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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西安分行主要是響應當局的呼籲，
協助推動中國在2000年宣布的西部大開發
政策，該政策旨在發展西部廣大地區。時任
總理朱鎔基先生形容西部大開發是「重大決
策」，提出興建鐵路、公路、機場和電網等
大型基礎建設項目。10 很明顯，一間值得信
賴和高效的外資銀行，在建立金融基建方面
可發揮重要作用。

對東亞而言，在西安開設首間外資銀行
分行，無疑是難得的機遇，然而也是一項艱
巨任務。西安位處偏遠的內陸西北地區，社
會、經濟和文化面貌截然不同，是一個陌生
的地域。儘管挑戰重重，但東亞一向勇於開
拓，樂意成為試點銀行，為中國西部大開發
的歷史性任務貢獻綿力。

當時的上海分行副行長孫敏傑先生被派

駐西安籌劃開設新分行。他憶述說，2001年

1月隻身抵達西安時，眼見盡是灰茫茫一
片。當地發展相對落後，孫敏傑人生路不
熟，首先到書店購買一張西安市地圖。他除
了要為分行物色地點外，更具挑戰的任務是
招聘人員。由於毋須按慣例先行設立代表
處，經過數月馬不停蹄的籌備，座落於自置
物業的西安分行終於在8月正式開幕。

 西安市和東亞銀行對分行開幕均隆重其
事。李國寶和香港總行代表團抵達西安機場
時，獲陝西省人民政府秘書長王忠民先生，
以及人民銀行西安分行行長胡懷邦先生在停

機坪親自迎接。在隨後的儀式上，出席的高
級官員還包括陝西省省委書記、陝西省省
長、常務副省長、副省長和西安市市長等，
顯示他們對東亞的西安分行高度重視。一眾
高級官員與李國寶一同出席新聞發布會，各
主要電視台、電台和媒體均有派員採訪。

東亞銀行西安分行的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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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寶和東亞高層獲前所未有的高規格

接待，一名高級官員笑謂，美國總統克林頓
訪問西安時，只獲安排與省長和常務副省長
會面，可見接待東亞銀行的規格比克林頓總
統還要高。11

從不同角度來看，西安分行開業是一項
卓著成就。孫敏傑擔任當地分行行長五年
半，領導 4名香港員工和 18名當地招聘人
員。他們沒有工作手冊可依，也沒有先例可
循，負責開設新分行已非易事，更何況是西
安這個城市。箇中困難在於當時距離東亞對
上一次在內地開設分行已相隔 7年，期間內
地已出現了很多改變，包括對銀行的監管；
同時，西安位處偏遠地區，交通運輸相對落
後，令情況更見複雜。不過，西安分行很快
便踏上軌道，多年來在資產、盈利及貸款素
質方面，皆處於西部地區（包括成都和昆明）
外資銀行之冠，讓孫敏傑深感一切努力都是
值得的。

2006年7月，西安分行慶祝成立5周年，
時任東亞銀行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陳棋昌

先生表示，東亞作為首間在中國西北部設立
分行的外資銀行，令他「深感自豪」。5年以
來，分行的業務顯著增長，服務擴展至更遠
地區，包括蘭州（甘肅）、銀川（寧夏）、鄭州
（河南）等地，為當地發展作出貢獻。同時，
東亞西安南門支行亦宣告開業，成為首間在
中國西北部設立的外資銀行支行。12

西安分行在很多方面別具一格。當時所
有內地分行行長均來自香港，而孫敏傑則是
首位晉升為分行行長的內地員工。對李國寶
和時任東亞銀行總經理兼中國業務部主管余

學強先生而言，委任一位當地人出任分行行
長，絕非輕易的決定。孫敏傑亦無辜負兩位
上司的信任，抱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信

念，視分行的成功為己任。這項人事任命還
有更深層次的意義，不但關乎其他當地招聘
員工的未來，實際上也是對東亞整體人力資
源策略一項重大考驗。

隨着東亞銀行在內地迅速擴張，西安分
行的成功經驗，證明栽培當地員工擔任高
級管理職位的效果理想。東亞的全資子公司 

——東亞中國在2007年成立以來，分行網絡
持續擴張，於當地招聘的人才成為東亞的寶
貴資源。不少於西安分行受訓的當地員工，
其後更獲晉升為其他分行的行長和高級管理

人員。西安分行儼如「少林寺」——功夫界
中赫赫有名之地，弟子通過嚴謹札實的修練
成為武林高手。東亞與少林寺有共通之處，
那就是講求刻苦耐勞、靈活和實力。

推動員工本土化不但來得及時，且極具
價值。孫敏傑指出，過去內地缺乏專業人
才，東亞自然需要調派香港員工領導內地同
事。然而，隨着內地經濟起飛帶動銀行業發
展，內地金融專業人才輩出，漸漸成為銀行
業的棟樑，因此善用本地人才，是外資銀行
本土化策略重要一環。13

廣義地看，東亞銀行也是為整個內地銀
行業培訓人才的少林寺。自 1970年代後期開
始，很多內地銀行從業員都曾在東亞接受一
系列訓練，包括國際押匯、信用卡 14和其他

業務，部分後來轉職至其他銀行擔任高級職
位。東亞為業界培育的專才不僅具備專業知
識和技能，更重視誠信與責任感，並強調團
隊合作。這是東亞對內地銀行業其中一項重
要貢獻，亦是作為一間相對較小型銀行一項
驕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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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及營運創新

同時，東亞銀行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日趨
多元化，按揭貸款、項目融資、貿易融資、
證券融資和信用卡等成熟的核心業務持續增

長，並且引進許多創新功能和嶄新嘗試，務
求加強東亞的優勢。

技術創新

憑藉強大的資訊科技實力，東亞銀行成
為首間獲官方認可，在內地提供網上銀行服
務的外資銀行。經過漫長艱巨的籌備，東亞
於2002年 12月 30日在內地當時全數 7間
分行和 1間支行正式開通電子網絡銀行服 
務，15 這項令人振奮的發展，讓東亞突破地
域界限，創建一個服務全國的虛擬分行網
絡，除了擴闊業務範圍外，亦加強與客戶的
連繫。這項新業務為內地客戶帶來全新體
驗，親身感受互聯網的便利，同時鞏固東亞
在行業中的領導地位，突顯其現代化先驅的
企業形象。

在系統啟用之前，內地當局一直關注互
聯網安全問題。東亞採用國際最高標準為
數據加密，證明可為客戶提供安全的交易環
境。透過使用當時最先進的 128位元SSL 技
術進行加密，客戶與東亞之間所有透過互聯
網傳送的資料，均時刻獲得保護。16

東亞銀行在2004年 1月推出企業電子網
絡銀行服務時，為客戶提供多一重保障。為
確保交易達到最高安全水平，東亞於2005年
9月成為內地首間獲指定為認可機構的外資
銀行，可替客戶簽發數碼證書，大大提高了
企業電子網絡銀行服務的價值。17

客戶分層和人民幣服務

東亞也在內地推出「顯卓理財」服務，吸
納迅速興起的富裕階層，存款及投資賬戶結
餘達港幣50萬元或等值的客戶，便可晉身為
顯卓理財客戶。18 這些客戶可在東亞所有內

地分行的個人化銀行中心，由指定客戶經理
提供貼身服務。另外，為 16歲以下兒童而設
的理財小博士儲蓄賬戶，是另一項專為中產
家庭提供的服務。

東亞是最先獲授權提供人民幣服務的外

資銀行，上海分行和深圳分行早於 1998年率
先獲得此類批准，之後其他分行相繼加入。
同樣地，人民幣服務的客戶對象也逐漸擴大
至當地居民和企業。東亞更在2006年底獲
准為內地指定居民客戶提供人民幣定期存款

服務，最低金額為 100萬元人民幣，是東亞
在內地邁向全方位服務的漫長過程中又一個

里程碑。

東亞是首間在內地提供網上銀行服務的外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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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II及海外財富管理

東亞是首批獲得QDII資格的外資銀行，
隨即為中國客戶提供海外財富管理服務。19 

QDII計劃允許個人和機構投資者參與海外證
券投資，釋放內地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及人民
幣持續升值所帶來的壓力。過往，內地投資
者只能選擇投資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上市數百

隻本地股票，或是把資金存放在銀行收取微
薄利息。QDII計劃的推出無疑為他們開拓全
新投資渠道，同時打開全球最大的存款資金
池。對合資格的銀行而言，QDII是增加手續
費收入和改善收入結構，以及加強風險管理
和資產結構的良機。20 東亞在獲得QDII資格
後，很快便向內地投資者推出首個在到期時
100%保本的美元掛鈎存款產品。21

東亞獲得QDII資格，彰顯其獨特定位。
東亞是6間獲得QDII資格的銀行中規模最小
的一間，但亦有其獨特優勢，東亞能將之善
加利用。誠如陳棋昌所言，東亞可更靈活地
為潛力巨大的目標富裕客戶群提供度身訂造

的產品，以滿足他們的投資需要。22

保險業務

根據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

二，香港銀行的內地分行可從事保險代理業
務。東亞銀行在保險業務的豐富經驗帶來成
果，與中國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在2005年底
簽署業務合作協議，東亞成為首間擔任中國
人壽保險代理的外資銀行，負責銷售保險產
品、代收保費及代支保金，還提供融資、資
金結算和電子商務等與內地保險相關的服

務。兩強結合可贏得更大市場份額，享更佳
成本效益，協同效應顯而易見。23 至2005年

底，東亞內地 11間分行中，有9間已經獲得
代理牌照，銷售人壽及一般保險產品。隨着
內地市場對多元化金融產品的需求不斷增

加，東亞保險業務顯著增長。

門戶開放

「中國因素」涵蓋層面廣泛，東亞銀
行發展本身的內地業務只是其中一環。自
1980年代以來，東亞在協助外資進入中國
市場時發揮重要作用，2001年以後更是舉
足輕重。如前所述，不少來自歐洲、加拿大
和亞洲的銀行與東亞簽署業務合作協議，視
此為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佳途徑，當中包括德
國第五大信貸機構德國中央合作銀行。24 不

得不提的是，日本最大、全球第三大信用卡
機構 JCB國際有限公司（「JCB」），亦欣賞東
亞為內地信用卡先行者的領導地位，與東亞
簽署合作協議集中拓展信用卡業務，借助東
亞的實力進軍內地市場。25 根據協議，JCB
信用卡持有人可以在東亞廣闊的內地商戶網

絡，包括指定商店和酒店，使用信用卡購物
和支付服務費用。26

東亞銀行在2004年正式成為中國銀聯成員，並開始在香
港推出銀聯的人民幣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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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經常舉辦研討會，與本港中小
企業分享在內地營商的經驗。其中一個好例
子，就是在2005年 10月舉辦的研討會，主
題為「掌握形勢、捕捉商機：中國市場新動
向」，多位專家分享他們的精闢見解。時任
總經理兼中國業務總部主管余學強是講者之

一，他以「國家外匯管理局（「外管局」）頒布
最新外匯管理條例」為題，剖析外管局最新
頒布的規定、關於外債管理的新通知，以及
對外國金融機構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影響。

在研討會上，李國寶特別提到，中國自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經濟改革步伐不斷
加快。商界渴望內地推出更多促進市場開放
的新措施，但每項新措施亦會對營商帶來更
大的挑戰。27 東亞在學習應對新措施之餘，
毋忘責任，與香港企業分享自身學習經驗，
儘管這些經驗有時難免是痛苦且得來不易。

香港人民幣服務

在香港推出的人民幣服務受到市民歡

迎。在推出初期，客戶每日只能存入2萬元
人民幣到儲蓄賬戶，其後此限制逐漸取消，
人民幣的用途亦變得更加廣泛，服務很快擴
展至人民幣信用卡。東亞銀行在2004年 4月
正式成為中國銀聯（「銀聯」）成員，並為首間
本地銀行獲授權在香港為銀聯信用卡客戶和

商戶，提供發卡和收單服務。28 其後，東亞
在香港推出銀聯人民幣借記卡，持卡人可在
內地逾5萬台自動櫃員機提取人民幣現金，
以及在超過 40萬間商戶刷卡消費。對於經常
往返香港和內地的旅客，可在兩地分別提取
港元和人民幣現金，這項服務極具吸引力。29

東亞深信「內地金融業市場的商機非常
龐大」，而且增長方式多元化。30 相對於內地

東亞銀行每年均會舉辦研討會，為企業客戶提供市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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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銀行擁有逾萬間分行，東亞規模無疑是
很小，31 但卻取得可觀成果。至2006年，東
亞在內地的業務發展已相當迅速。

不少分析員皆認同，東亞銀行內地業務
盈利增長強勁，要歸功於管理表現卓越，以
及了解和掌握商機。32 另一些分析員較側重

歷史淵源，指東亞的成功在於很早已積極投
入內地市場。33 李國寶深信建立關係至為重

要，並且領悟到在內地經營，要勇於打破常
規，儘管有時代價高昂，長遠必定獲益。

李國寶在2006年舉了一個十分貼切的
例子，他向《國際先驅論壇報》記者Karina 
Robinson透露，多年前中國有意為民航客機
提供餐飲服務，他聯同民航總局的官員參觀
泛美航空和漢莎航空等外國航空公司，34 結

果促成航空餐飲中外合資企業的誕生，這亦
是中國首間中外合資企業。這間富有歷史意

義的企業，由中國民航總局聯同兩間主要香
港餐飲供應商：牛奶公司和美心集團聯營公
司 Jamestown Investment Ltd，以及東亞銀
行合組而成。

李國寶指出，東亞作為合夥人並持有合
營公司 18%股份，全因內地政府誠邀東亞參
與其中。後來，由於有一些股東不滿東亞把
資金投放到食品行業，李國寶要耐心向股東
解釋。他強調「這（雖然）與銀行業無關，卻
關乎建立關係」。35 該合資企業獲得空前成

功，同時奠定東亞與內地持久穩固的關係。
Karina Robinson總結說，東亞銀行心無旁
鶩，竭盡所能，讓它能夠超越自身的極限，
脫穎而出，「就如歌利亞與大衛的決戰一
樣，體型大小並非一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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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宋慶齡基金會——東亞銀行公益基金」 成立儀式於2009年舉行。

前言

第五部

2007至2017年

2007年至2017年間是東亞銀行迅速發
展的 10年，期內資本增加近倍，銀行的經營
規模日益壯大，並創造多個里程碑。

北美業務不斷擴展，當美國東亞銀行發
展成熟後，東亞把其中80%股權售予工商銀
行，令工商銀行獲得極具價值的美國全銀行
牌照。這宗交易為銀行業締造歷史，為中資
銀行日後進軍美國市場打開方便之門。

東亞中國於2007年4月成為首批在內地
註冊的外資法人銀行之一，進一步深入內地
市場，繼續作為先鋒，引進新技術和產品。
東亞透過與內地科技巨擘結為合作夥伴，緊
貼當地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加上擁有豐富
的銀行經驗和全球視野，帶來協同效應。此
外，東亞抓緊中央政府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的機遇，例如新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並為 

「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倡議做好策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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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內地「最本土化的外資銀行」，東
亞中國承諾回饋社會。「上海宋慶齡基金會 

——東亞銀行公益基金」是首個由外資銀行
在中國內地設立的慈善基金，這個基金提
供一個良好平台，展示東亞回饋中國社會
的新方式。

東亞銀行另一項勇進的嘗試是與德國德

聯豐投資合資組成東亞聯豐投資，此舉讓東
亞的資產管理業務踏上新的台階。

領先科技繼續成為東亞銀行的成功標

誌，為東亞贏得BAI-Infosys Finacle「全球
銀行創新大獎」 （2015）之「年度最創新銀行
獎」，成績備受肯定。

東亞銀行於2008年9月發生擠提，事件
震撼香港以至國際，幸而僅36小時即告平
息，這場危機儼如壓力測試，東亞不但安然
渡過而且表現出色。關鍵是擁有一班盡心竭
力的員工，他們是公司最寶貴的資產，集團
面對90年來最黑暗時刻，憑藉全行同事合
力，終能化險為夷。

在講求企業社會責任的新時代，企業需
要為此進行系統性評估和標準化匯報。一個
世紀以來，東亞銀行關心社會、服務廣大社
群的優良傳統，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均符
合國際標準，應付裕如。

除了增強資本基礎，還有賴其願景、創
新，以及策略性地運用與不同夥伴的關係，
令東亞能夠超越自己，不斷突破；而團隊精
神，以及對社會深厚的責任感，也讓東亞不
斷綻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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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香港的豐收年，承接上一年的
強勢，港股屢創紀錄，消費市道蓬勃，旅遊
業及國際貿易欣欣向榮，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強勁，達6.4%，失業率降至近 10年新低。本
港金融業的表現更是持續超越其他主要經濟

體。1 東亞銀行在該年度溢利按年增長21%，
達破紀錄的港幣42.21億元。2 然而，在接下
來的 10年，本港經濟起伏不定，盛衰交替，
出現結構性轉變。

對東亞銀行而言，2007年是意義重大
的一年，全資附屬公司東亞中國在 4月正式
開業，成為首批於內地註冊的外資銀行。當
時，中國經濟正高速發展，人民幣國際化並
穩步升值，被視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預兆。同
年，東亞銀行與德國德聯豐投資成立合營公
司，晉身世界級資產管理公司行列；並向西
班牙銀行CaixaBank3配售 4.8%股份，突顯
東亞決心擴大資本基礎，從而踏足世界舞
台、拓展業務的雄心。

不過，環球其他市場情況卻明顯有別。
美國於2007年爆發次按危機，7月按揭泡沫
爆破，抵押品價值暴跌使銀行業受到重創。

第十三章

概述：香港與世界
（2007至2017年）

2008年8月，跌勢持續不止，大型金融機構
包括雷曼兄弟、美林及美聯銀行（Wachovia）
相繼申請破產，全球股市暴瀉。市場才驚覺
金融機構一直在推銷結構複雜的投資產品且

過於進取，投資者根本未有了解其真正價
值，很多產品的價值被嚴重高估。金融市場

東亞中國既是內地清算行，也是跨境人民幣交易服務的內地代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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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瀕臨崩潰，各國政府不得不出手拯救。

在香港，雷曼兄弟破產，揭示迷你債券
及其銷售手法備受質疑，促使全球金融監
管機構——包括金管局，採取措施加強規管
投資產品銷售，本港的監管環境全面收緊。
金管局投入大量資源處理因雷曼兄弟倒閉而

引起的投訴，至 2008年底，當局接獲超過 
2萬宗投訴，並對當中超過4,500宗個案展開 
調查。4

金融機構顯得脆弱，受到外界非議，東
亞銀行於2008年9月發生擠提風波，歷時
36小時。

金融海嘯引發史無前例的全球經濟衰

退，一直延續至2009年，那些高負債及本地

需求疲弱的經濟體首當其衝。環球市場雖在
2009年及2010年出現短暫復甦，但2011年
歐洲爆發主權債務危機，還有全球其他地區
連串的地緣政治事件和自然災害，以及中國
緊縮貨幣政策，復甦苗頭無以為繼。即使在
超低息環境下，金融業表現依然疲弱。不少
大型國際銀行擔心主權債務問題及《巴塞爾
協定 III》要求，紛紛收縮信貸，並剝離非策
略資產，以縮減資產負債表的規模。

2012年，全球經濟陷入深淵。中國受
到產能過剩、不良貸款，以及中央政府反貪
腐行動打壓奢侈品消費等因素影響，結果從
2012年起國內生產總值下跌，經濟縱有增
長，卻已大幅放緩，情況令人憂慮。另一方
面，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6年正式把
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此前SDR

財務保障是保持金融穩定的先決條件，存款保障計劃可確保每名銀行存戶獲最多港幣50萬元的存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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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資產的價值僅由組成貨幣決定，即美
元、歐元、日圓及英鎊），肯定了中國改革
貨幣及金融市場的工作取得進展，5 可惜同

年 12月人民幣兌美元匯價跌至近8年新低，
粉碎了逾 10年來只升不跌的神話。此外，
中國外匯儲備由2014年的接近 4萬億美元高
峰，滑落至約3萬億美元，6 當時內地投資

者蜂擁到海外購買資產，包括住宅、甚至大
型企業，中央政府雖曾鼓勵企業往海外「走
出去」，但最終要推出措施，阻止人民幣外
流，包括收緊資金管制，以至調低中國銀聯
卡在澳門櫃員機提款的上限。7

結構轉變

金融市場出現眾多結構性變化，難免影
響東亞銀行的營運。

監管加強

為阻止金融海嘯造成的破壞擴散，本港
監管機構迅速採取一系列措施，徹底改革
風險管理機制，並藉不同渠道加強投資者教
育，務求重建市場秩序。8 在2010年，存款
保障計劃把每間銀行每位存款人的存款保障

上限由港幣 10萬元提升至港幣50萬元，強
積金計劃亦作出相應改變以保障投資者。

要求更嚴格管理風險的呼聲響徹全球。
過往，金融機構一直以不同方式推行風險管
理，自 1980和 1990年代以來，國際上已就
風險管理進行了詳細討論和監察，並且予以
實施，《巴塞爾協定 I》和《巴塞爾協定 II》提
出不同的資本要求，以應對不同種類的風
險，但後來證實這些措施不足以防範2007
至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及後催生了就
新的流動資金要求及資本標準更嚴格的《巴

塞爾協定 III》。金管局積極響應這些國際新
標準，並作出相關監管要求，東亞銀行遵行
有關規管，致力培養穩健的風險管理文化。

在全球層面，金融海嘯帶來的監管改革
之一，是區分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及金融
機構，一旦這些規模和影響力龐大的金融機
構倒閉，恐會拖垮整個銀行業。為保障銀行
業穩健運作，國際監管機構提出該等重要銀
行須符合更嚴格的標準要求，包括：更高的
緩衝資本規定、總吸收虧損能力規定、處置
可行性要求，以及符合更高的監管預期。因
此，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引入「具全球系
統重要性銀行」類別，個別司法管轄區，例
如香港，則採用了「具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
（「D-SIB」）類別，儘管不屬「全球性」，但銀
行仍需要遵守更高的資本要求，以吸收虧損
及降低倒閉風險。金管局於2015年3月指定

東亞銀行於2012年發布首份獨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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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間認可機構，9 即滙豐銀行、中國銀行（香
港）、恒生銀行、渣打銀行（香港）及東亞銀
行為D-SIBs。10

在這段時期，相信沒有任何一件事比滿
足合規要求來得更迫切，銀行業營運成本難
免上升，同時亦要應付科技發展，因此一些
分析員認為，這些因素將會促使銀行業汰弱
留強。11

由於銀行的好與壞再不能單以盈利多寡

來衡量，財務報告的素質急須改善。在歐
洲，環境、管治和社會議題早已是企業責任
不可或缺的部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內容不
斷演變，著重品牌形象的企業均不會掉以輕
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自千禧年代開始在香
港受到關注，企業的能力、誠信，對社會、
股東和僱員的承擔，以及風險管理等全面 

反映企業營運的指標，均會納入考量並如實
報告，務求從多方面突顯該銀行就是「優質
銀行」。

東亞銀行數十年來一直是優秀的「企業公
民」，於2012年已發表首份獨立的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隨着金管局、港交所，其他監管
和專業機構相繼推出指引，令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愈見重要。私人財富管理公會於2013年 
與監管機構及專業機構合作，制定涵蓋私人
財富管理從業員專業資歷標準和持續專業發

展的框架；又如推行核數師監管制度改革，
以達到國際標準。12

金融科技

在這 10年間，科技突飛猛進，金融科技
不再只扮演支援角色，而是變為推動金融世

「滬港通」深化內地與香港市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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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發展的巨大力量。金融科技範疇極廣，一
方面是電子支票、儲值支付工具等與普羅大
眾息息相關，看似微不足道卻為日常生活帶
來突破的技術；另一方面則有大數據、群眾
外包、加密貨幣、網上借貸及智能顧問等能
顛覆整個金融業的新科技。智能顧問提供嶄
新的財富管理服務，透過程式為客戶提供投
資建議，毋須人手操作，對傳統金融服務界
構成威脅。網上借貸方面，以WeLend為例，
由於沒有分行，加上所受監管也較簡單，具
成本優勢，令客戶得益，挑戰傳統銀行業的
根基。諷刺的是，受嚴格監管的銀行業卻未
能倖免於金融科技崛起所帶來的衝擊，令人
不禁聯想到，銀行業猶如一座城堡，一方面
它由三面堅固的城牆包圍保護，另一方面它
的第四幅城牆卻由紙建成，脆弱難守。無
疑，科技創新確實帶來無數突破，但如何保
障網絡安全，則是一項永無止境的任務。

要在數碼和實體之間取得平衡，實屬一
大挑戰。雖然愈來愈多客戶使用流動電話和
其他網上渠道進行交易，但銀行不可能完全
捨棄實體分行，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吸引客戶
親身來到銀行，特別是進行高增值的交易，
藉着稱心滿意的客戶體驗，讓雙方慢慢建立
起長久而穩固的關係。13

中港深化聯繫

內地和香港市場在這 10年間關係日益密
切，港府於2006年9月成立 4個專題小組，
因應內地「十一五」規劃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提出應對方案，14 其中由李國寶博士擔任召

集人的金融服務專題小組，從中穿針引線。
小組的前設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中港
金融制度應建立互助、互補和互動的關係。
在眾多互利互惠途徑之中，小組強調內地可

由李國寶博士出任召集人的香港金融服務專題小組，探討香港如何在協助實現「十一五」規劃中的發展目標方面作
出貢獻，並從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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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用香港金融體系作為各項新政策的試驗

場地，如協助內地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的目
標。小組提議發行人民幣債券及以人民幣作
為貿易結算貨幣，有關建議後來陸續實施；
其他建議還包括協助香港銀行及其他金融中

介機構更易進入內地市場。這些措施大大增
強了香港促進內地投資者走出去，以及內地
企業向海外擴張的踏腳石角色，同時為香
港、內地和全球持份者創造巨大機遇。

於2009年，在世界經濟復甦過程中，
內地率先取得進展，香港經濟自第二季起明
顯回升。配合中央政府推動人民幣進一步國
際化的政策，香港發展為人民幣離岸中心。
同時，內地成為香港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
來源，於2008年底，內地在港投資總額達
2,980億美元，佔本港外來直接投資的37%。
中資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地區辦事處和本港

辦事處的數目日漸增多，15 亦有愈來愈多中

資公司在港交所上市，這股動力讓香港得以
在2016年登上全球新股集資額第一的寶座。

隨着內地公司（包括香港銀行和合資格
企業的內地分支機構）發行的人民幣債券獲
准在港以人民幣結算，16 加上港交所提升了

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並連接銀行同業結算
系統，聯交所可支援人民幣計價的產品上市
買賣。基金管理業務受惠於內地投資者對財
富及資產管理的龐大需求，錄得大幅增長。17 
上述措施連同其他開放政策，還有中央政府
提高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
計劃的投資額度、增加產品種類，以及放寬
投資產品限制，均推動香港金融市場全速發
展，18 其後這些措施擴大至涵蓋保險產品、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以及供強積金計劃投
資的人民幣計價貨幣市場基金。19

東亞中國於2009年成為首間在香港發行人民幣零售債券的內地註冊外資銀行，首次發債共籌得人民
幣4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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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滬港通」及「深港通」相繼
於2014年 11月及2016年 12月啟動，促進中
港跨境投資；中港基金互認安排也於2015年
7月實施，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聯繫。自
此，內地市場的高低起跌，對香港市場均產
生巨大影響。

中國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旨在連繫東亞地區與歐洲，促進全球經濟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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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這項鴻圖偉略，極具膽識和遠見，地理
覆蓋範圍廣闊，投資規模前所未有。對香港
而言，「一帶一路」是鞏固本港作為內地和海
外企業主要集資和融資平台的難得機會，20

同時亦促使政府和企業透過全新的聯繫來重

塑地區板塊。東亞銀行當然會一如既往，迅
速作出部署，務求抓緊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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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往後的 10年，銀行業面臨汰弱
留強的巨大壓力。東亞銀行為適應新形勢，
作出多項改革，包括增加資本、在內地和美
國設立兩間全資附屬公司、壯大財富管理/
私人銀行業務，並銳意創新。東亞因此變得
更強大，更耀眼。

提高普通股權一級資本的最有效途徑，
是向可信賴的策略夥伴配股集資。東亞在
2007年 12月宣布逾 15年來首次配售股份，
向西班牙Criteria CaixaCorp., S.A.的全資附

表5.1：東亞銀行的資產、存款及股本

2007
（港幣百萬元）

2017
（港幣百萬元）

資產總額 393,979 808,942

存款總額 296,351 608,150

經營收入總額 8,814 15,953

股東權益總額 30,446 101,214

第十四章

更強大，更耀眼

屬 公 司Negocio de Finanzas e Inversiones
發售總值港幣39.5億元的股份，每股配售價
港幣50.24元，合共涉及 7,870萬股，佔東亞
經擴大後股本的 4.76%。Criteria CaixaCorp
原先已在公開市場買入東亞約4.15%的股份，
經配售後，一躍成為東亞最大股東，於2007
年 12月31日，持有東亞9.33%股權。1

於 2007年，Criteria CaixaCorp是西班 
牙第三大金融機構。東亞銀行與Criteria 
CaixaCorp早已簽訂商業聯盟諒解備忘錄，
多年來雙方在匯款和貿易融資方面一直有合

作。2 引入Criteria CaixaCorp不但有利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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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歐洲業務，同時可把股東基礎擴大，不
再局限於本港投資者。3 兩間機構在價值觀和

策略方面有很多共通點，有信心藉着更緊密
合作，帶來更佳的協同效應。東亞作為香港
最大的獨立本地銀行，亦為中國內地分行網
絡最強大外資銀行之一，Criteria CaixaCorp
及其客戶將受惠於東亞的優良信譽及雄厚

實力。4 東亞在2009年 12月公布向Criteria 
CaixaCorp額外配售股份，後者所持東亞權
益由9.81%增至佔擴大後股本的 14.99%，雙
方合作關係更為鞏固。5

東亞銀行同時向另一合作多年的策略夥

伴三井住友銀行配發 4,627萬股新股，約佔
擴大後股本的 2.29%，令其在東亞的持股量
增至 4.05%。6 東亞與三井住友銀行的合作

關係深遠，始於 1919年東亞在住友銀行神
戶分行（三井住友銀行的前身之一）開設日
圓往來賬戶。自 1970年代初開始，雙方更
建立緊密的業務合作關係，攜手成立東友有
限公司，專門從事中、長期離岸融資業務，
以滿足市場對商人銀行服務的殷切需求。東
亞及三井住友銀行在 2008年簽訂商業聯盟
諒解備忘錄，7 共同發展中國內地、日本和
其他雙方皆有業務國家的市場，實現互惠互
利。對三井住友銀行而言，合作計劃十分吸
引，因為東亞在中國市場擁有豐富的經驗和
知識，能因應市場變化為客戶提供適切的理
財方案。8

經過2010年兩次配售股份後，東亞成功
籌集港幣51.13億元，資本充足比率及一級
資本比率分別上升至約 16%和 11.7%。9

在2012年和2015年，東亞再次向三井
住友銀行配股，令後者在東亞的股權增至
17.5%。

於2017年 12月底，東亞的主要股東包
括三井住友銀行、Criteria CaixaCorp及國
浩管理有限公司，持股分別為 19.5%、17.44%
及 13.37%。10

1919年5月，東亞銀行在住友銀行神戶分行（三井住友銀行的前身之一）
開設往來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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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配售股份，東亞還透過發行混合工
具和後償票據等渠道，進一步提升其一級和
二級資本。

值得一提的是，東亞中國在2009年6月
成為香港首間發行人民幣零售債券的外資銀

行，集資目標不少於人民幣 10億元，由於反
應熱烈，最終發行總額增至人民幣 40億元，
由人民銀行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所批准

的額度已全數用罄。11

如前所述，東亞銀行於2015年被金管局
指定為D-SIB，為維護金融穩定承擔更大責
任。東亞除了要增加緩衝資本外，還要面對
更嚴格的監管以保障存戶。12 東亞集團風險

總監繆志多先生形容，獲指定為D-SIB對東
亞無疑是一種肯定，13 但東亞為符合額外資

本要求，亦必須擴大資本基礎。於2017年，
適用於東亞的較高吸收虧損能力比率為

0.5%。14

衝出香港

這 10年間，不少機構進行全球策略性擴
張，而東亞作為當中的橋樑，在推動中國與
世界聯繫的角色更為重要。東亞在內地和美
國的業務，會在稍後章節探討。

新加坡與東南亞

2009年 11月位於新加坡的東亞銀行大
廈隆重開幕。新大廈座落於金融中心區羅敏
申路60號，而新加坡正是東南亞市場蓬勃

東亞銀行與三井住友銀行在2008年簽訂關於締結策略聯盟的諒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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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的樞紐。新廈落成，香港和新加坡政府
重要官員，以及商界、金融界翹楚出席了開
幕典禮。此外，東亞銀行於2012年5月舉行
新加坡分行60周年誌慶酒會，由新加坡副
總理、財政部長兼金融管理局主席尚達曼先
生（Tharman Shanmugaratnam）擔任主禮嘉
賓，與 450名嘉賓一同慶祝東亞的成就。

東亞新加坡分行遷入東亞銀行大廈，樓
面面積比位於馬吉街的舊址多一倍，正好配
合業務發展所需。東亞銀行大廈位置優越，
濱海灣（Marina Bay）一帶景色盡收眼底，毗
鄰為受政府保育並翻新為美食廣場的地標建

築「老巴剎」。該處不僅是繁華商業區，亦是
新加坡新舊交融的匯合點，象徵植根新加坡
多年的東亞不斷與時並進。

新加坡分行自 1952年起已取得全銀行牌
照，踏入新世紀之後業務更迅速發展，其中

批發銀行服務成績理想，積極參與銀團貸款
及俱樂部貸款，特別是安排融資興建酒店及
商業大廈，以及協助外國和當地財團收購投
資物業等。

各界對中國趨之若鶩，東亞銀行善用其
優勢。憑藉在香港及內地的深厚根基和強大
分行網絡，東亞新加坡分行成為當地以至東
南亞地區客戶通往中國的門戶。正如李國寶
博士在 60周年酒會致詞時指出：「透過新加
坡分行，我們為客戶開啟了更多投資內地的
渠道」。15 事實上，新加坡優越的營商環境，
亦有助東亞為有意於海外發展的內地客戶開

闢更多投資渠道。李國寶注意到中國和東南
亞經濟相輔相成的關係，早已預期雙邊投資
潛力無限，這確實具有先見之明。在新加坡
的中資企業數量大幅增加，部分更在證券交
易所上市。至2016年中，約有6,500間中資
公司在新加坡成立，以此作為進軍東南亞其

2012年，東亞銀行新加坡分行慶祝成立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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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區的門戶。16 東亞新加坡分行的區域網 
絡不斷擴展，服務需求亦有所增加。

鄧炳華先生於 1975年加入東亞新加坡分
行，他曾在紐約分行工作20年，並於2014年 
重返並領導新加坡分行的運作。他強調，新
加坡分行與東亞中國一直緊密合作。在新加
坡，大量來自中國的業務均經由東亞中國轉
介。在貿易融資方面，透過特別信貸安排為
有意在新加坡發展業務的內地客戶提供「一
站式服務」，需求強勁。當時中央政府鼓勵
企業到海外發展，刺激新加坡分行的業務大
幅增長。此外，新加坡獲中國指定為離岸人
民幣清算中心，加強其金融中心地位，東亞
新加坡分行乘勢向企業和零售客戶開展人民

幣貿易融資和存款服務，為未來發展奠定良
好基礎。

新加坡分行的「秘密武器」，是與東亞中
國溝通無間，有助了解客戶。當內地公司聯
絡洽談，假若對方是上市公司，他們不難取
得該公司的資料；否則，鄧炳華和他的團隊
只需聯絡東亞中國，便可找到內地客戶的背
景。17 此舉能有效減低風險之餘，亦能避免
錯過生意良機。

新加坡分行負責統領東亞銀行在東南亞

的業務，包括其不能直接進入的馬來西亞
市場，納閩則屬例外，東亞在當地的離岸外
匯業務經營得有聲有色。此外，東亞亦以
新加坡為據點，探索柬埔寨和緬甸市場的 
機會。

東亞在2017年年初入股柬埔寨最具規 
模的小額貸款公司 PRASAC Microf inance 

東亞銀行新加坡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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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曼徹斯特分行於2013年隆重開幕

Institute Limited，18 雖然投資額相對較小，
但此舉能配合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令東
亞得以在柬埔寨建立據點，加強在東南亞的
影響力。

英國

在地球的另一邊，東亞銀行也有不俗發
展。東亞在倫敦和伯明翰的分行均表現良
好，並於2013年增設曼徹斯特分行。英國分
行一大盈利來源，是向購買倫敦市中心優質
物業的香港和亞洲投資者提供按揭貸款。隨
着中國內地富裕客戶的數目不斷上升，他們
因此成為東亞重要的客戶群。

學生、遊客、投資者以至行政人員等客
戶對銀行服務需求與日俱增，為滿足他們的
需要，東亞銀行倫敦分行的面積倍增至2萬
平方呎。分行總經理周若偉先生解釋，在現
今的數碼化年代，雖然不少客戶已改用電腦
和智能電話處理銀行服務，但仍有部分客

戶，特別是習慣以廣東話或普通話溝通的客
戶，仍然喜歡與銀行職員面對面交談，詢問
有關銀行服務及投資方面的意見。有見及
此，倫敦分行擴大了會客區，讓客戶感覺更
加親切自在。

李國寶時刻謹記英國對東亞全球策略的

重要性，他曾說：「倫敦分行不但為當地社
區提供銀行服務，更由於我們集團龐大的內
地網絡，為眾多英國公司及個人客戶於中
國投資及營商擔當重要橋樑角色。」與此同 
時，東亞一直協助很多內地客戶在英國發掘
投資機會。19 東亞的強項正是促進多方的交

流互動。

雖然中國五大商業銀行已進駐倫敦，且
主導了很多大型交易，但有趣的是，周若偉
透露很多在倫敦的中資公司高層，都喜歡使
用東亞倫敦分行的個人銀行服務，因為東亞
在內地廣為人熟悉。2016年底，周若偉被問
到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對分行業務有否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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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衝擊，他爽快地說沒有影響。事實上，
由於英鎊匯價下跌，反而吸引更多內地遊客
及投資者前往英國。20

財富管理：投資及私人銀行

東亞銀行在2007年與歐洲大型資產管理
公司德國德聯豐投資合組東亞聯豐投資，體
現東亞致力拓展全球市場的目標。東亞早在
2005年便與德聯豐投資大股東DZ Bank訂立
全面的業務合作協議。在組成合營公司後，
東亞透過其合營夥伴參與世界級資產管理業

務，從中取得經驗及規模，把資產管理業務
擴展至區內其他目標客戶群，特別是中國內
地市場。以東亞在中港兩地的龐大網絡，結
合德聯豐投資於歐洲的分銷能力，可以預期

雙方發展會相得益彰，達致共贏。德聯豐投
資特別從德國調派經驗豐富的投資管理團隊

來港，全力籌組東亞聯豐投資，將之打造為
雙方在亞洲唯一資產管理中心，21 這次合作

正好大大推動東亞的財富管理業務。 

東亞聯豐投資於2008年推出為零售投資
者和強積金投資者而設的互惠基金和投資方

案，進一步擴展業務，22 並在翌年推出創新

的東亞聯豐四季基金。東亞聯豐投資亦積極
掌握內地業務發展機會，在獲得中國證監會
發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證券投資
業務許可證後，於2010年推出東亞聯豐中國
A股股票基金，使用獲批的QFII額度投資中
國A股及人民幣債券。23 2011年，東亞聯豐
投資收購金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股權，
藉此建立其內地首個據點，該中國基金管理

東亞銀行與德國德聯豐投資（Union Asset Management Holding AG）合組東亞聯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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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2002年在深圳成立。24 而因應零售投

資者對收益型混合資產基金的需求增加，東
亞聯豐亞太區靈活配置基金亦在2015年2月
推出市場。

針對市場對人民幣計價投資產品的需求

日增，東亞銀行在2010年推出多種投資產
品，旨在提供高於人民幣升值幅度的投資回
報，2010年 7月率先推出首個離岸人民幣結
構性投資產品——以人民幣為投資貨幣的掛
鈎存款系列，其後8個人民幣保本存款系列
相繼面世，推動東亞同年的投資服務和結構
性產品服務費收入按年上升30%。

隨着基金管理業務迅速發展，東亞私人
銀行的業務亦大幅提升，透過全面的財富管
理解決方案，滿足客戶在繼承計劃、投資服

務、家庭保障、移民、子女教育、保險或跨
境銀行等方面的不同需要。此外，大量來自
內地的富裕人士成為私人銀行客戶，當中不
少更藉投資取得香港居留權。他們實力雄
厚，其投資不斷上升，這段期間成為推動東
亞財富管理業務發展的主要動力。東亞私人
銀行業務在2010年的表現超乎預期，管理的
資產按年增長22%。

中國內地市場成為私人銀行業務的主要

推動力，地位愈見重要。東亞為內地私人銀
行客戶管理的資產在2015年首5個月增加了
18%，內地客戶佔東亞所有私人銀行業務的
管理資產總額比率，亦由該年初的28.4%上
升至5月底的33%。東亞的目標是在2017年
把這個比率進一步提高至一半。25

東亞逐步建立起作為財富管理行業領導

者的美譽，並榮獲多個獎項，包括在2015年
10月榮獲「最傑出私人銀行——北亞區」獎。

東亞聯豐投資推出一系列創新投資方案，包括東亞聯
豐四季基金。

東亞銀行獲《國際私人銀行家》頒發「最傑出私人銀行 

——北亞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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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與時並進之餘，亦不時檢討銀行的
策略。在2016年，因應大部分客戶股票買賣
模式已轉變為網上交易，東亞遂採取精簡措
施，包括關閉其經紀業務東亞證券的所有實
體網點。26

同年 10月，東亞作價港幣64.7億元，出
售自2000年以來發展不俗的企業服務公司
卓佳集團，錄得約港幣30億元的利潤，27 現

金收益提升銀行的資本水平，讓東亞能更集
中發展其核心銀行業務。李國寶當時表示：
「我們一直定期檢討業務組合，經過詳細評
估後，我們認為卓佳若非作為受監管銀行的
附屬公司，其發展將會更具成效。」28 東亞

2017年的溢利達港幣93.5億元，按年增長
151.1%，29 出售卓佳所得收益，為東亞的亮
麗業績作出重要貢獻。

BAI獎項：創新的成就

2015年 10月，東亞銀行榮獲重要獎
項。東亞是整個亞太區中首間銀行贏得BAI-

Infosys Finacle「全球銀行創新大獎」的「年
度最創新銀行獎」。此外，東亞也榮獲「渠
道創新獎」，並於另外兩個獎項類別：「內部
程序創新」和「產品及服務創新」中晉身最
後入圍機構。30 東亞執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

李民橋先生，與團隊一起出席在拉斯維加斯
舉行的頒獎典禮，並即場介紹和示範東亞的 
項目。

大會評審團高度評價東亞銀行對資訊科

技的投入，認為東亞具有勇於創新的傳統，
鼓勵員工發揮創意，堅持「以客為尊」的服
務，並欣賞東亞矢志成為行業領導者而非追
隨者的決心。

東亞的成就絕非僥倖，數十年來致力創
新，透過應用新科技、重組業務、改善流
程，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為日後發展奠下
穩固的根基，當中付出了不少血汗。踏入千
禧年代，東亞銳意打破傳統，透過將客戶群
分層和聚焦客戶關係管理，推出顯卓理財服
務；又借助新技術建立電子網絡銀行服務、
電子網絡股票買賣服務、電子網絡快得錢及

東亞銀行屢獲國際殊榮，在享負盛名的BAI-Infosys Finacle「全球銀行創新大獎」中，獲頒「年度最
創新銀行獎」和「渠道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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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 i-理財中心

其他網絡平台，充分發揮流動通訊設備及互
聯網的功能，為客戶提供嶄新方便的服務。
由此，東亞屢獲本地和國際創新殊榮。東亞
在2008年採用功能強大的新一代核心銀行
系統，成為各項新發展的骨幹，包括全面革
新的顯卓理財服務中心和全新的智能數碼分

行模式。BAI評審團向東亞頒發「年度最創
新銀行獎」和「渠道創新獎」時，特別提及這
些全新的銀行服務模式。

東亞銀行在 2011年首度於分行引入智
能設施i-Teller，31 是全港首創的虛擬櫃員， 
不但可透過視像電話回答客戶查詢，更可
處理不涉及現金或支票的一般銀行交易，
服務時間更延長為周一至周六上午 9時至晚
上 7時。

i-Teller固然是科技創新的里程碑，亦為
另一新里程——i-理財中心奠下良好基礎。
i-理財中心把虛擬與實體服務雙結合，備有

i-Teller和自動櫃員機，並設有服務櫃枱，由
專人為客戶處理私人貸款、按揭貸款、信用
卡等非投資性質的理財服務。首3間 i-理財
中心於2011年 1月分別在上環、尖沙咀和粉
嶺等人流暢旺的地區設立，其後陸續於其他
地區開設。

同時，東亞正探討革新品牌形象，希望
把分行重新設計為更現代化及富有時代感，
以吸引年輕客戶。東亞在翻新分行時，首先
考慮使用較鮮明奪目的色調，配合新的圖案
設計，但這種零碎的裝飾，顯然不足以達至
預期目標。直至2013年底，經過東亞管理
層深入討論後，決定採用更進取的方式，設
立智能數碼分行並全面革新所有顯卓理財中

心，務求展現全新形象。

東亞的首間先導智能數碼分行於2014年 
2月26日在香港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隆
重開業，李國寶在慶祝酒會上宣布：「這間



144

東亞銀行：百年成就 成就百年 1919–2019

關顧每一位客戶

東亞銀行不斷尋找新方案，確保在分行轉型的過程中，無論是習慣使用傳統分行、
住在偏遠地區、或尚未適應新式數碼設施的客戶，均可繼續享用最佳服務。

“儘管分行數目減少，但新分行和 i-理財中心網絡實際上覆蓋範圍更廣，大部分亦位
於黃金地段或市區樞紐，例如連接港鐵或輕鐵的繁忙商場。以往，分行通常設於街
道旁，但現今愈來愈多人圍繞鐵路上蓋商場生活和工作。本行的智能數碼分行和 
i-理財中心面積小巧，可以輕鬆融入這些商場。

”
——許文森先生

東亞銀行總經理兼個人銀行處主管

東亞率先推出智能數碼分行，並於2014年在 ifc商場開設全港首間智能數碼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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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展現了銀行創新、高效及環保的理財新
路向。」32其他智能數碼分行陸續開設，在
2015年 10月東亞奪得BAI獎項時，東亞已增
添8間智能數碼分行。

智能數碼分行靈活性和機動性十足，採
用無紙化和直達營運模式，可大幅減少所用
的空間，節省高昂租金。另一優點是提升客
戶的體驗，客戶可於 15分鐘內開立賬戶，在
30分鐘內獲得按揭貸款批核。電子申請表格

全面實現無紙化，減少對環境造成破壞，這
是重視社會責任企業應有之舉。

全新形象的顯卓理財中心在不久之後正

式亮相，務求讓特選客戶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首間全新的顯卓理財中心於2014年6月
開幕，位於本港另一高級購物地段銅鑼灣時
代廣場一座33樓。33 新中心與其他智能數

碼分行一樣，在外觀和功能上都令人耳目一
新，選址在商務樓層而非地下商舖，令空間

先進數碼設備：

1. i-Counter：於營業時間內會由櫃員操
作，營業時間後則轉換為視像櫃員模
式 i-Teller（東亞銀行獲獎的互動服務
平台），客戶可透過視像電話處理日
常銀行交易及貸款申請。

2.  i-Window：提供投資產品詳情的
互動輕觸屏幕裝置，客戶可透過電
子簽名及即時屏幕和音頻記錄，以
電子形式申請產品。

3.   i-Kit：配備光學字元辨認及數碼簽
署技術的便攜式平板電腦，採用直
通流程，以電子形式申請一般銀行
服務。

4.  i-Panel：配備互動輕觸屏幕及感應
器，客戶可在具備私隱保障的環境
下輕鬆瀏覽銀行產品，隨時利用近
場通訊（NFC）或二維碼（QR code）
功能直接下載有關產品指南及申

請表等至流動智能裝置。此外，
i-Panel可360°全景展示東亞信用
卡的迎新禮品，取代擺放實物樣
品，節省空間。

5.  i-Zone：提供全面快捷的電子網絡
銀行服務及信用卡自助服務。

i-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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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顯卓理財中心

牆壁採用了英國藝術家Yulia Brodskaya創作的優雅立體剪紙藝術品作點綴，為顯卓
理財中心增添活力和輕鬆的氣氛，滿足年輕專才客戶的需要。

東亞銀行於2014年為顯卓理財中心引入全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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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寬敞。李民橋解釋，新中心時尚的設計
理念源自「共創理財策略、實現財富增長及
樂享璀璨人生三個核心價值，反映我們致力
協助客戶為財富增值，實現夢想」。34

全新的顯卓理財中心不僅高雅時尚，更
配置先進的數碼設備。i-Window大大提升服
務素質，客戶和理財顧問可利用屏幕分割功
能同時查閱重要文件，並簡化整個投資交易
流程。35 高度個人化的客戶服務及先進的技

術，加上寧靜舒適的環境，三者完美結合。

時代廣場的顯卓理財中心廣受客戶歡

迎，東亞很快便在尖沙咀海港城開設另一間
顯卓理財中心。36 至2017年底，共有 72間智
能數碼分行及54間顯卓理財中心。

盈利固然重要，東亞同樣積極推動自動
化和數碼化，簡化交易流程，顯著減低紙張
用量，目標是在2017年底，把所有分行文件
數碼化，實現全面無紙化。37 銀行分行從過

往作為處理現金交易的地點，轉型至提供數
碼化金融服務的據點，在這場競賽中，東亞
繼續引領潮流。

東亞深明時間寶貴，這不單只關乎縮短
交易時間便利客戶。以往把一間傳統分行升
級為智能數碼分行需要 13天，在東亞資訊
科技團隊全力改進流程後，時間大幅減至36
小時。2015年6月，奧海城分行進行升級，
資訊科技部門人員從周六下午開始工作，至
周一早上，一間全新智能數碼分行已開門營
業，他們把這項新紀錄稱之為「黃金36小
時」。38

此後，東亞以每周為一間分行進行「黃
金36小時」改造為目標。領導整個數碼化計
劃的總經理兼個人銀行處主管許文森先生指

位於東亞銀行中心的創新中心於2015年設立，以鼓勵員工實踐東亞
其中一項核心價值——「勇於創新」。

出，團隊合作是關鍵。隨着每項計劃順利完
成，有員工甚至提出在一周內為2至3間分
行完成升級的想法。

令許文森倍感自豪的是，由於市場上根
本沒有符合東亞專屬要求的方案，所以需要
由東亞內部自行研發。當時多個部門攜手合
作，包括網絡管理及營運部（現為網絡及交
易管理部）、分行業務部、資訊科技部、生
產力及服務品質促進部、市場推廣部、設施
管理部，以及項目與創新管理部等。許文森
回憶道：「同事之間通力合作，互相支持，
披荊斬棘，主動尋找解決方法。」

過去 10年，客戶定會感受到東亞銀行全
力創新的各項成果。繼引入智能數碼分行及
重塑顯卓理財中心之後，2015年先後推出
iP2P（當時為全港首個及唯一獲香港監管機
構認可的個人對個人支付系統）、無卡自動
櫃員機提款、「Shop醒」（東亞手機應用程式
的網上購物平台）、i-Spend（綜合信用卡管理
工具）等一系列服務。客戶在享用這些嶄新
服務時未必察覺，東亞為求盡善盡美在背後
所付出的努力。

東亞的創新中心在2015年10月底成立，
悉心培育創新文化，務求為使用者提供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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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在資訊科技方面的成就，是不
同部門群策群力的成果，他們時刻緊貼金融
科技的最新發展，像雲計算、大數據、流動
通訊技術和區塊鏈等，謹慎地把合適的科技
新元素融入銀行服務之中，藉此提高運作速
度和安全性。多年來，東亞的大型管理資訊
系統，就是透過這些精密的內部運作，不斷
發展和改良。

勇於創新是東亞成功的原動力，結合專
業服務、以客為尊、誠信正直、持續求進的
核心價值，時刻引領和啟發管理層及員工，
在競爭日趨激烈的世界中克服挑戰，讓東亞
銀行變得更強大，更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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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中國開業

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是東亞銀行在
內地註冊成立的全資子公司，於2007年 4月
2日上午8時30分隆重開業。1 開幕後隨即 
在上海浦東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慶祝典禮，
冠蓋雲集，500多位政商及金融界領袖蒞
臨。2 該慶典標誌着東亞銀行87年來內地業
務從未間斷的重要里程，以及自 1970年代後
期在內地近 40年的不斷開拓和擴展。其後
10年，東亞將迎來立足中國百年誌慶，東亞
會繼續強化其品牌，成就備受肯定，獲得多
項殊榮。

東亞時刻密切留意市場環境和政策變

化，無論緩急輕重、或大或小的改變，都能
作出具創意和建設性的回應，一直堅守對中
國的承諾。

分行網絡

東亞中國總部設於上海，開業時擁有合
共28個網點，包括總部、13間分行和 14間

第十五章

中國業務發展與
東亞中國的成立

支行。母公司東亞銀行保留其早已設有的上
海分行和5個代表處。經過一段時期大舉擴
張後，東亞中國逐漸放慢開設分行的步伐，
更加講求精挑細選和策略。

當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上海
自貿區」）設立後，東亞中國是首批獲准進
駐上海自貿區開設支行的外資銀行之一。上
海自貿區是中央政府推動金融改革重要舉措

之一，為中國與全球接軌扮演重要角色，並
將被打造為金融樞紐，為落戶當地的企業服
務。3 此外，東亞中國也是首間獲准在上海
自貿區提供跨境電子商務人民幣支付服務

的外資銀行，對個人和企業客戶帶來莫大 
便利。4

為了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東亞中國
於2015年開設南寧分行及南昌分行，這項
宏圖大計將會重塑中國大部分地區與歐亞的 
連繫。

南寧是廣西壯族自治區首府。廣西是個
農業大省，擁有豐富天然資源和強大製造業
根基，部分地區位於北部灣的北端，極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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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地位，有潛力成為中國跟東盟成員國的貿
易樞紐。中國是「東盟＋3（中、日、韓）」的
重要成員。自2010年以來，從南寧開闢經濟
走廊的構想日漸受到重視，由推動商品貿易
開始，逐漸發展成海上絲綢之路框架的一部
分。南寧可連接8個主要城市，具備條件擔
當經濟一體化的區域樞紐。2015年9月，中
國與東盟成員國達成《南寧共識》，共同打造
南寧 –新加坡經濟走廊。5 有關策略使東亞銀

行受惠南寧和鄰近地區不斷增加的銀行服務

需求。6

東亞中國在江西省會南昌市開設內地第

30間分行。歷史上，南昌是貫通中國南北地
區的商業和交通樞紐，預計在「一帶一路」
的倡議下，南昌將積極開拓科技、旅遊和
農業的發展機遇。7 東亞中國在當地設立分

行，可為「一帶一路」提供資金，推動具發
展潛力的項目。

東亞中國於2007年4月2日開業，是首批獲准在內地開業的外資銀行之一。

廣西南寧分行

至2017年底，東亞中國的網絡共包括
30間分行和 77間支行，分布於全國 44個城
市，西至烏魯木齊，東至上海，北至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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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南至珠海。儘管因為削減成本而需要把
9間支行與其他網點合併，東亞中國依然是
內地其中一間網點覆蓋最廣的外資銀行。8

東亞中國資金來源

東亞中國主要由母行東亞銀行直接注

資，同時亦透過新興的人民幣債券市場來籌
集所需資金。正如前文提及，東亞中國於
2009年 7月成為首間在香港發行人民幣零售
債券的外資銀行子公司，並於2012年5月
再次發債，兩次皆錄得超額認購。儘管當時
市場彌漫悲觀情緒，監管機構又收緊有關投
資產品銷售過程，惟債券發售仍錄得佳績，
可見投資者對東亞銀行依然充滿信心。9 此 

南昌分行在2015年隆重開業

外，東亞中國也在內地發行金融債券，2011年 
成功集資50億元人民幣，是人民銀行授予的
最高額度。10

東亞銀行多次向東亞中國直接注資：先
後在2014年、2015年及2016年3月分別注
入20億元、 10億元及 10億元人民幣，將東
亞中國資本總額提高至 121.6億元人民幣，11

以確保子公司繼續成為內地其中一間資本基

礎最雄厚的外資銀行。12

東亞中國：業務營運

東亞中國註冊成立後，隨即推出新產
品，2008年成為首間發行人民幣借記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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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東亞中國成為內地首間推出人民幣借記卡和信
用卡的外資銀行。

信用卡的外資銀行。能夠早着先機，全因東
亞中國比其他外資銀行更早把處理卡交易和

相關資料的數據中心遷往內地。借記卡便利
客戶使用存款，有助吸引零售銀行客戶及吸
收當地存款。吸納內地存款是東亞銀行在中
國註冊經營子銀行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
2009年6月，東亞中國成為唯一獲中國銀聯
邀請的外資銀行，聯同其他 13間內地銀行，
攜手發行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
為主題的信用卡。13

東亞中國推出的人民幣財富管理產品屢

獲殊榮，14 包括結構性產品、人民幣信託產
品、QDII產品和銀行保險產品，2009年便
已推出6個系列共217種投資產品。2009年，
為應對全球市場變化和當地客戶需求，產品
焦點轉向以保本為主。

另一方面，東亞中國亦繼續為當地居民
及客戶提供按揭貸款和消費貸款等傳統服

務。企業銀行一直是內地業務重要一環，佔
東亞中國收入比例甚高。面對不良貸款問
題，東亞中國的企業銀行業務轉而採取更審
慎的政策以提升資產素質，其後貸款業務得
以進一步擴大，並走向多元化，15 向不同行

業提供貸款。東亞中國向製造業、酒店、批
發和零售等新領域提供貸款，但這方法很快
被新策略取代。企業銀行的團隊開始主動接
觸大型國有企業，並聚焦6大優勢產業，包
括：公用事業、醫療保健和醫藥、物流、環
保和潔淨能源、食品及教育，全是國家政策
重點支持的產業。於2016年底，這些優勢產
業的貸款餘額按年急升一倍。16

系統轉換

東亞中國秉承母行的創新精神，在科技
發展投入大量資金、時間和精力。數據中心
遷往內地後，東亞中國完成基礎設施及相關
配套建設，17 強化運營能力，集中管理一般
營運、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和應急措施等。
數據中心為東亞中國的資訊安全和未來發展

提供堅實基礎。

2009年 12月，東亞中國成為首間推出
新一代企業網上銀行服務的內地註冊外資銀

行，讓企業客戶即時使用嶄新的網上企業理
財工具，包括集團現金管理、投資和財務管
理等服務。個人網上銀行服務亦已加強，為
客戶提供多個新服務渠道。

東亞中國作為首間完成企業網銀系統本

地化的內地註冊外資銀行，跟內地其他機構
實現聯網，提升各種交易的效率，例如東亞
中國的支付結算系統可連接到中國現代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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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系統和人民幣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統。此
外，為全面連接人民銀行的電子商業匯票系
統，東亞中國亦推出自身的電子商業匯票系
統，提高匯票業務操作效率和保安水平，以
全面提升其金融服務。18

同時，東亞中國是內地註冊公司，需要
調整其資訊系統，以符合內地的監管標準和
規定，並與其他內地機構的操作系統接軌。
不過，東亞中國部分系統仍與香港聯網，以
便與母行共享數據，以及有需要時傳送資料
予金管局。按商業運作而言，跨境聯繫令東
亞中國能夠提供「兩地一本通賬戶」（Global 
Access Account）服務，讓香港客戶將資金
轉移到自己的內地賬戶。這項服務深受香港
客戶歡迎，他們亦因內地的存款利息較高而
獲益。19 在2010年，東亞中國獲上海市金融
服務辦公室頒發上海金融創新獎。

中國的資訊科技迅速發展，東亞中國積
極應用科技，因而享有優勢。內地科技公司
陸續進軍金融業，改變了市場面貌。它們提
供小額貸款、財富管理、第三方支付等多項
服務，這趨勢引起傳統銀行和監管機構的
憂慮。這些金融科技公司更能夠利用大數
據創造收入，20 東亞中國因應這新趨勢，尋
求與金融科技公司建立夥伴關係。2015年
4月，東亞中國與騰訊牽頭創辦的微眾銀行
（WeBank）簽署合作協議，夥拍這間總部位
於深圳前海的民營銀行，拓展符合共同利益
的業務，合作領域包括客戶互薦、信用卡、
小額及個人貸款、財富管理、同業授信及互
聯網金融。

東亞銀行非常欣賞微眾銀行強大的大數

據分析能力，此技術有助東亞中國更有效接
觸目標客戶，其白名單（White List）是了解
客戶的重要工具，東亞中國可以利用相關的

數據，更主動地爭取優質客戶，而非被動地
等待客戶來接觸銀行。21 微眾銀行提供大規

模和低成本的商業平台。22 2015年 4月，東
亞中國宣布與微眾銀行加強合作，在內地計
劃推出無擔保個人小額信貸。東亞銀行執行
董事兼副行政總裁李民斌先生認為，東亞中
國的貸款策略依然保守，特別是因為酒店、
零售和製造業的不良貸款高企，因此開拓新
貸款客源正合時宜。23 有評論指出，東亞中
國與微眾銀行合作可實現創新，達至雙贏：
東亞能彌補騰訊在金融領域方面經驗的不

足，特別是信貸評估和跨境業務方面，而這
項合作則有助東亞拓展內地個人貸款業務。24

除此以外，東亞中國在2015年8月宣布
與騰訊合作，開通微信平台支付通道，讓客
戶體驗更便捷、安全和高效的服務。25

然而，一切仍處於起步階段，往後發展
有待觀察，尤其是監管機構未必接受這些
新世代業務安排。普遍來說，監管機構不願
意看到有機會引致銀行業不穩定的顛覆性變

化，風險管理人員則集中留意金融科技發展
對個別銀行的影響。26

儘管創新的網上銀行面世，惟傳統銀行
優勢仍在。不少富裕人士喜歡與銀行職員
面對面溝通，所以實體分行短期內也不會
被淘汰。

跨境業務

憑藉在香港、內地以至海外的龐大網
絡，東亞銀行享有獨特優勢，為中港兩地及
海外擁有業務的公司提供服務。於2011年
底，香港及內地綜合業務佔東亞銀行企業、
商業貸款及貿易融資組合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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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中國是內地首間獲准在深圳前海設立分行的外資銀行。

東亞銀行當時已在香港建立穩固的內地

客戶基礎，為他們提供境內外融資服務，包
括房地產開發項目融資、人民幣計價資產抵
押貸款，以及跨境貿易融資等。產品種類亦
日益多元化，包括美國國債和保險。

東亞銀行視其中港聯繫為重要資產，並
積極利用這優勢開拓新市場。當內地企業尋
求「走出去」，無論是招股上市還是尋找投
資機會，東亞都能理解客戶所需，為他們提
供比其他銀行更周全的服務。假如內地企業
首先進軍香港這個國際城市，東亞可協助尋
找合適的會計師和律師，讓他們以香港作跳
板，繼而向各種制度（如法律）截然不同的歐
美市場進發。過程中，東亞的國際網絡發揮
關鍵作用。關達昌先生指出，對內地企業來
說，香港是中國人的土地，不但文化語言相
同，連時區也跟內地一樣。香港擅長把不同
觀點融會貫通，且總是朝氣勃勃。香港是個
令不少內地商人覺得安心的地方，儘管這看
法很難以科學驗證，感覺卻非常真實，從私
人銀行業務的可觀增長得到印證。

內地當局不斷推出新措施促進人民幣國

際化。人民銀行於2015年 10月8日正式推出
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為個人客戶和金融機
構資金轉賬進行實時全額結算。東亞中國是
首批獲准成為直接參與者的外資銀行，藉此
擴大人民幣結算業務，為客戶提供便捷的支
付渠道，縮短匯款時間，提升交易效率。27

更多投資機會

中國繼續開放市場，並開放資本賬以
吸納離岸人民幣回流內地投資，東亞銀行
亦受惠。根據2011年啟動的RQFII計劃，
擁有RQFII額度的外國機構投資者可透過 

新渠道，使用離岸人民幣，投資中國股票市 
場，28 以及購買人民幣債券。過程中，人民
幣債券從而成為其中一項新興環球資產，
用作分散投資及環球融資。29 東亞銀行於

2013年8月獲准投資中國的固定收益和A股 
市場。30

中國在深圳前海設立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是另一個人民幣投資機會。2013年
1月，東亞成為首批直接向在前海註冊企業
提供人民幣貸款的香港銀行之一。31 前海對

人民幣銀團貸款有一定需求，而東亞亦於
2015年參與一項5億元人民幣的銀團貸款。
銀團貸款的成功反映擁有大量人民幣的香港

銀行積極參與跨境貿易，善用手上的人民幣
資金。32

東亞銀行於2015年 12月與前海金控及
兩間內地公司成立合資證券公司，東亞是第
一大股東，擁有 49%股權。新公司命名為東
亞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並於2017年底獲
得中國證監會批准開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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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中國：一間於中國註冊的銀行

東亞中國雖然是東亞銀行的全資子公

司，但一經在內地註冊，便是內地獨立法
人，並按此身份行事運作。這不僅適用於上
述的資訊科技系統，還適用於公司政策和企
業管治。正如關達昌解釋，東亞中國的公司
政策必須謹遵中央政府，否則會產生很多矛
盾，包括要改變企業管治模式。初期，東亞
中國的內部匯報制度集中於香港總部，但內
地監管機構希望東亞中國更獨立於香港，認
為東亞銀行董事會主要代表集團的股東利

益，因此對東亞中國行使權力應受到限制；
反之東亞中國董事會及轄下各專責委員會，
如風險管理委員會、薪酬與提名等委員會
等，應該擁有更大權力，以監控內地各項業
務。通過這種方式，東亞中國董事會才能夠
更加緊貼中國業務發展。

此外，東亞中國的高級管理人員通過加
入不同層級的政治機構，全面融入當地社

前海開發區

會。關達昌是政協委員，他同時鼓勵同事擔
任公職。東亞作為香港銀行，在內地聘用大
量員工，令其在內地享有獨特地位。34  與此

同時，東亞中國打入市場不同層面，接觸社
會不同階層，積極尋找商機與新夥伴合作，
包括地方銀行、全國性銀行的分行，以及保
險、財務、信託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35 

過程中與當地人士建立更緊密聯繫，因此被
喻為「最本土化的外資銀行」。

員工與培訓

內地的長遠發展大計以培訓員工為重

心，當時東亞中國要怎樣才聘請到有才能，
且理念、文化價值相符的合適人才？他們不
單要支援迅速擴張的分行網絡，還要懂得管
理日益複雜的業務，以切合內地獨特的社會
和政治環境。

為配合分行擴張，東亞中國積極在內地
招聘人手，並提供嚴格的培訓。以孫敏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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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東亞中國推出創新的培訓計劃，名為「839人才培養工程」。

生作為例子，像他這樣能擁有地方聯繫、語
言技能（包括能說方言）、熟悉地方風俗和對
政治具高度敏感性的當地員工，都是東亞中
國的寶貴資產。36 當孫敏傑於2009年升任東
亞中國常務副行長，正好鼓勵內地員工，讓
他們明白日後也有晉升機會。37

東亞中國內部培訓非常嚴格，隨着各項
業務更趨專業化，年輕員工必須接受專門訓
練，銀行亦會向外邀請專家教授課程。東亞
中國會定期檢討為學習和績效管理而設的人

力資源系統。2013年2月，原有的人力資
源系統Platinum HRM與人才管理解決方案
NetDimensions Talent Suite合而為一，其中 
兩個優先目標是為東亞中國設計網上學習管

理系統，以及把合規培訓由面授轉為電子平
台學習。38

創新的精英培訓計劃

東亞中國於 2011年推出創新的「839人
才培養工程」。計劃分為 3個組別。第一級
組別：約 80名來自全國各地分支行的年輕
主任級人員，接受培訓成第一線主管，名
為「雛鷹」。第二級組別：約 30名第一線主
管，被選接受訓練，晉身分行副行長，成為
「飛鷹」。第三級組別包括 9名分行副行長和
行長助理，接受培訓成為分行行長，晉身為
「金鷹」。39 培訓計劃包括課堂培訓、小組研
習以至被調派至海外工作，讓員工獲得實戰
經驗，並有機會把技能應用於實際環境。計
劃有助培訓許多前線管理人員，包括管理東
亞中國分行的行長。

關達昌認為培訓計劃非常有效，能夠培
養出一群具備經驗和專業技能的中高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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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配合東亞中國的快速發展。無論何時
開設分行，都有合適人才擔任領導崗位，而
且全部由東亞中國一手栽培。40

這項培養計劃還帶來其他好處。由於課
程部分內容，包括不同級別的學員需要組成
團隊執行特定任務，來自不同部門、職級、
分行和地區的人員需要彼此合作，互相學
習，因而加強了東亞中國整體的溝通，打破
部門、職級、分行及地域隔膜，建立起團隊
精神，提高全體士氣。41 李國寶博士認為，
有深厚的企業文化和注重培養內地人才，是
東亞中國在內地眾多外資銀行中脫穎而出的

另一原因，42 因為大部分外資銀行普遍是從

外面調派員工駐內地工作，沒有一間像東亞
中國這樣如少林寺般培育當地人才。

員工流失在所難免，向外聘請高層填補
如首席財務官、風險管理人員和內部稽核人
員等專門職位同樣無可避免。儘管如此，東
亞中國的管理團隊仍相對穩定，不像其他外
資銀行經常出現重大人事變動。外資銀行的
行長可能隨時被調派到倫敦或印度，但東亞
中國的調職和輪換範圍較小，分行行長只會
每隔3年或5年輪調一次，而且僅限於內地
範圍。同時，東亞中國也會從其他銀行吸納
人才，關達昌認為新招聘的人員總會帶來新
思維，這是好事。43

社會中的本地銀行

東亞中國對內地社會的承擔與其他外資

銀行相比，顯得與眾不同。某程度上，東亞
中國可更自由地試行新構思，例如很早以前
便設立「關愛平台」，向遇上困難的同事施以
援手。他們可撥打熱線電話，由專人聆聽並
提供輔導。事實證明，這項措施非常有效，

為遇上工作、家庭或個人問題困擾的員工，
帶來安慰和建議。東亞香港總行很快便效
法，採納這項計劃。44

2009年 11月，東亞中國成立上海宋慶
齡基金會——東亞銀行公益基金（「東亞銀行
公益基金」），是首個由外資銀行在內地設立
的慈善基金。當然，政府給予的支持不可或
缺。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畢生致
力於兒童福利和教育，備受敬重和愛戴。上
海宋慶齡基金會屬公益基金會，由宋慶齡親
自創立的中國福利會於 1986年創辦，基金會
秉承她的理想，在教育、文化、健康、醫藥
等社會可持續領域推出多項計劃及活動，幫
助有需要人士，以高效率和高透明度見稱，
備受各界尊崇。

東亞銀行公益基金以「螢火蟲計劃」作
為首項嘗試，旨在為中國農村兒童改善教育
設施，活動包括設立配有圖書館、電腦室和
其他先進設施的「螢火蟲樂園」，向有需要的
學生捐贈載有文具和書籍的「螢火蟲背包」，
組織志願教師到農村授課，以及為農村教師
提供培訓。45

東亞中國的員工積極投入慈善活動。自
2009年以來，東亞中國每年均舉辦「螢火蟲
慈善之夜」，邀請嘉賓一起共襄善舉，為東
亞銀行公益基金項目籌募經費，同場舉行的
慈善拍賣獲熱烈支持。46 更重要的是，每當
主辦單位回顧過去的成果，以及展望未來大
計時，現場氣氛熱烈、洋溢着希望。東亞中
國員工的熱誠和奉獻精神令人感動，有賴他
們義務工作，令活動得以成功。2017年螢火
蟲慈善晚會共籌得 1,106萬元人民幣善款。47

截至2017年底，內地共有 76個螢火蟲
樂園開放使用。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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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個新樂園中，有6個獲得了「la Caixa」
基金会支持，作冠名贊助。「la Caixa」基金
会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慈善組織之一，透過
Criteria Caixa持有東亞銀行權益，是東亞主
要股東。

2013年，東亞銀行集團各地員工進行
募捐，在湖南省株洲市的小學設立螢火蟲樂
園，再一次體現企業社會責任精神，從內
地、香港、澳門、台灣、馬來西亞、英國和
美國共籌得30萬元人民幣，連同東亞銀行公
益基金增撥的5萬元人民幣，合共籌得35萬
元人民幣善款，用於樂園設立及營運。東亞
銀行和東亞中國的員工看到螢火蟲樂園能直

接幫助農村兒童，深感欣慰。正如東亞銀行
總經理兼人力資源及企業傳訊處主管甘艷美

女士表示：「東亞銀行很高興能藉着這個機

會為更多孩子締造不一樣的生活。我們希望
這些電腦及其他教學設施能提高孩子的學習

興趣，並能培養他們擁有一顆回饋社會的
心。」48東亞員工義務參與螢火蟲活動，不僅
有機會改善農村兒童的生活，他們的生命也
被孩子所感動，令人欣慰。

東亞銀行在過去 40年為內地引入新思維
和新業務模式，眾多新嘗試皆卓有成效。東
亞在私人慈善事業方面亦屢創新猷，再次印
證對中國社會的堅定承諾，彰顯東亞（當然
包括東亞中國）在內地的獨特定位——既服
務中國市場，也貢獻中國社會。

「螢火蟲計劃」旨在改善中國農村學校的教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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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於2012年向工商銀行出售美國
東亞銀行，登上中外新聞媒體的頭條。這項
交易對於東亞銀行、中國和美國來說皆是一
個里程碑。在東亞而言，進軍美國市場是全
球化策略一部分，而這項交易正好標誌東亞
在美國經營數十年後取得的耀目成果。從更
廣闊的角度看，工商銀行成為首家在美國收
購零售銀行業務的中資金融機構，為其他中
資銀行開拓新的途徑，讓它們日後也可通過
收購當地銀行進入美國市場。

東亞銀行的美國之旅在很久以前已啟

航。東亞於 1984年在紐約曼哈頓市中心的公
園大道（Park Avenue）開辦了北美首個業務
據點，那是一間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完全擔
保的分行，然後在 1988年底於堅尼路（Canal 
Street）開設唐人街分行，專注服務於華人零
售客戶，曼哈頓分行則主要為美國本土和海
外客戶提供批發銀行服務。1991年 4月，東
亞在洛杉磯成立分行。由於東亞早已選擇紐
約作為基地，洛杉磯分行就以有限制聯邦銀
行的方式營運，從事批發銀行業務，以貿易
融資做得特別出色。1

第十六章

開拓美國業務

美國東亞的誕生

在新世紀來臨前，東亞銀行已有鴻圖大
計在美國積極擴張，擬透過全國業務網絡服
務紐約和加州不斷增長的亞洲裔人口，並把
重點放在零售銀行業務，作為打入這些市場
的平台。

為此，東亞需要一間本地註冊的子銀
行，才可以在不同州份開設分行，並在不同
州份之間經營。成立子銀行有兩個方法：一
是在美國註冊一間全新的銀行；二是收購一
間現有銀行，並按東亞的需要重組業務。不
論採用何種方式，都是向前邁出一大步。

東亞最終選擇收購現有銀行，由時任紐
約分行總經理鄧炳華先生和洛杉磯分行總

經理李萬方先生負責物色收購目標，經過多
番物色和仔細研究後，終於鎖定大興銀行
（Grand National Bank）。

大興銀行位於大洛杉磯阿罕布拉市，看
來完全切合東亞的需要。它創立於 1984年，
是一間以華人客戶為基礎的社區銀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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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擴展為全方位的商業銀行，專注
個人和中小企業進出口貿易融資，同時向個
人和企業客戶提供全面的零售及批發銀行服

務。由於甚少有小型銀行具備與海外銀行聯
繫，安排貿易融資的專長，大興銀行在這
方面特別佔優。2 大興銀行雖然只有兩間分

行，資產僅 1.399億美元，3 卻是東亞擴張業

務的理想平台。

東亞收購大興銀行全部股權的交易，於
2001年8月 14日順利完成，及後在2002年
8月 1日將之易名為美國東亞銀行。4

翌年，即 2003年，東亞銀行再跨出一
大步，把美國東亞銀行的總部從加州遷往紐
約市，並於 12月5日在當地開設第一間分
行。為實現這項大計，東亞銀行紐約分行首
先在2002年至2003年間申請設立一間過渡
性銀行（de novo bank），並注入部分零售業
務資產。這間新銀行其後與大興銀行/美國
東亞銀行合併，利用這種反向合併讓美國東
亞銀行得以順利遷往紐約。5 

艱巨的任務

收購大興銀行，然後建立美國東亞銀
行，再把總部遷至紐約，全是艱巨的任務。
美國銀行業的監管非常嚴格，每間銀行要接
受不同級別機構的監管、審核和調查。美
國國會在 1991年通過《外資銀行監管加強法
案》，賦予聯邦儲備局更大權力監察外資銀
行，在美國經營的外資銀行要面對更嚴格和
複雜的監管。

此外，美國銀行業亦要接受所在州份的
監管，每一個州對銀行設立分行和選址均有
一套規則。由於加州和紐約之間並無州際銀

行業互惠協議，6 導致總部搬遷的過程更加

曲折。在美國，要開設一間跨州份經營的銀
行，手續本已很複雜，假若是一間外資銀行
子公司，面對的障礙就更多。鄧炳華還記
得，每個州和聯邦監管機構都有本身的銀行
業法律和規則，令他和同事們好像置身迷
宮。可幸的是，東亞銀行獲國際公認為一間
歷史悠久、管理良好、作風審慎的銀行，因
而在審批過程中佔有優勢，而且美國監管機
構對香港金管局評價很高，對來自香港的東
亞銀行自然更有信心。

里程碑：成本和投資

成立美國東亞銀行是東亞銀行創立以來

的重要里程碑。這間全新子公司獲准提供的
服務與其他美國本土銀行相同，讓東亞銀行
在地理和功能上有更廣闊空間擴展業務，深
入美國市場。

在 2006年，東亞銀行集團透過收購控
股公司National American Bancorp，成功
擁有美國國家銀行，這是東亞收購的第二間

東亞銀行於2001年完成收購大興銀行（Grand Nation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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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東亞銀行位於美國三藩市唐人街的分行

美國銀行。美國國家銀行是一間位於加州
的商業銀行，在三藩市擁有 3間分行。對於
這項戰略舉措，李國寶博士告訴媒體：「這
次具策略意義的交易讓東亞可將業務網絡

擴展至商機蓬勃的三藩市金融市場，因而
能夠為進一步拓展北加州市場奠定穩固基

礎。」他又補充：「是次收購無疑貫徹了本
行一貫的業務方針，不斷將業務版圖擴大，
以覆蓋主要目標客戶群的聚居處。」作為收
購安排的一部分，美國國家銀行併入美國
東亞銀行，經營範圍覆蓋紐約、大洛杉磯地
區和三藩市。於 2006年底，美國東亞銀行
在美國已設有 10間分行，至 2008年底增至
13間，其中 3間在紐約，5間在三藩市，其
餘 5間在洛杉磯，當時還有更多新分行在籌 
劃中。

東亞銀行已作好準備，為持續增長的海
外華人市場服務，並迎接中國內地市場興起
的全新商機。香港東亞銀行一如既往擔當中
國與海外聯繫的橋樑，而擴展北美業務正好
滿足華人客戶的需要，鞏固東亞的傳統目
標。

擴張美國業務

東亞銀行以三種不同形式在美國經營 
業務：

1. 東亞紐約分行（1984年成立），獲聯
邦政府發牌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擔

保，以批發銀行業務為主。

2. 東亞洛杉磯分行（1991年成立），擁
有聯邦牌照，但並無聯邦存款保險
公司擔保，是一間業務範圍有限的
批發銀行分行。

3. 在美國註冊成立的子銀行於2002年
8月 1日易名為美國東亞銀行，總部
位於紐約，並設有一個跨州份的分
行網絡。

向公眾解釋美國東亞銀行與東亞銀行美

國分行之間的法律地位差異非常重要。舉例
說，在洛杉磯，美國東亞銀行的分行，以及
東亞銀行的美國分行位於同一座大樓內，並
有清晰標記顯示其中一間「受聯邦存款保險
公司擔保」，另一間「非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擔
保」，以確保客戶懂得分辨。儘管兩間分行服
務完全不同的客戶，仍必須盡力避免混淆。

美國東亞銀行以零售銀行業務為主，而
東亞銀行美國分行側重批發銀行業務，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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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東亞銀行列治文山分行隆重開幕。

相輔相成。東亞銀行美國分行以總行的資本
作後盾，能從事規模較大的交易，並參與銀
團貸款。至於全資子銀行美國東亞銀行，屬
於獨立法人，有獨立的資本基礎和董事會，
受資本所限，不能處理大宗交易。當遇有大
宗交易，美國東亞銀行會轉介給東亞美國分
行。在某些情況下雙方會攜手合作，東亞銀
行美國分行一般會得到較大份額，交易則由
子銀行牽頭經辦。7 由於甚少外資銀行著重

零售業務，美國東亞銀行可謂別具一格。外
資銀行各有不同策略，但只有兩家銀行專注
於亞洲裔人士的零售銀行市場，東亞是其中
之一。

另一方面，東亞銀行美國分行把焦點放
在批發業務，客戶的文化背景差異甚大。企
業貸款客戶不限於華人機構，也可以是任何
族裔成立的公司。這項業務客源愈見廣闊，

特別是2000年以後，來自中國內地的需求
不斷增長，當中有美元貿易融資，也有物業
按揭，部分貸款規模龐大。貸款可以採取雙
邊或銀團形式，而僅涉及兩三間銀行的俱樂
部貸款（Club Deal）也很普遍。8

連結太平洋兩岸的橋樑

東亞銀行在美國深入發展的時機理想，
隨着中國崛起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中美
經濟關係以超乎想像的速度發展，東亞銀行
處於有利位置，可善用這形勢，達致利己 
利人。

東亞亦擴展加拿大的業務，但規模相對
有限。加拿大東亞銀行於 1991年在多倫多註
冊成為特許銀行，至2006年已有6間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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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於溫哥華有2間，多倫多有 4間，提供
一般商業銀行、個人銀行和貿易融資服務，
生意非常興旺。這不僅因為有愈來愈多來自
中國內地的移民，帶動零售銀行業需求大幅
增加，中國經濟起飛，也為太平洋兩岸創造
商機。一如在美國一樣，東亞銀行於加拿
大亦擔當起橋樑角色。舉例說，在2005年
6月，東亞銀行集團與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
聯合宣布簽署業務合作協議，加拿大帝國商
業銀行的客戶可透過東亞銀行，開設內地人
民幣和外幣企業存款賬戶，同時享用貿易融
資等銀行服務。9

與工商銀行牽手

2009年底，東亞銀行同意以8,025萬 
加元（約港幣5.62億元），向工商銀行出售加
拿大東亞銀行 70%權益，有關交易於2010年
1月完成，東亞錄得淨溢利港幣2.3億元。10

在2011年，東亞進一步把加拿大東亞另外
10%權益售予工商銀行，錄得溢利港幣 7,100
萬元。11作為協議一部分，東亞亦從工商銀
行收購了工商東亞其餘 75%權益，使之成為
東亞全資子公司。

工商銀行資產總額高達2.5萬億美元，
以總資產計是中國最大的批發和零售銀行，
客戶存款規模全球第一，多年來一直是東亞
的策略夥伴。雙方早期的合作項目包括於
1998年通過收購西敏證券亞洲業務（NatWest 
Securities Asia），成立工商東亞，當時工商
銀行持股 75%，東亞持股25%。12

工商銀行收購加拿大東亞，反映他們希
望好好把握中國對全球投資需求不斷增長

的機遇。兩年後工商銀行亦收購美國東亞銀
行，進一步顯示這決心。13

美國交易

2011年1月，東亞銀行全資附屬公司East  
Asia Holding Company, Inc.與工商銀行簽署
協議，以約 1.4億美元（約港幣 11億元）向工
商銀行出售美國東亞銀行80%權益。14

簽署協議的儀式在芝加哥中美經貿合作

論壇上隆重舉行，正值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
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最後一天。論壇由中國
商務部和美國商務部合辦，同場還有約60間
中美企業宣布達成合作協議。據中國代表團
官員介紹，這是胡錦濤主席在該次訪美行程
中「最重要的活動」。15

在這個歷史時刻，北京和華盛頓都願意
展示她們積極加強中美商業聯繫。中國促請
美國放寬出口管制，特別是高科技產品的出
口限制；美國則要求中國讓普羅大眾購買更
多美國產品和服務。這是改善兩國關係的難
得機遇，而且美國仍在努力從2008年金融
危機中復甦過來，故歡迎新資金注入低迷的
銀行業。

該項收購須經香港、中國內地及美國的
相關監管機構批准，鑑於交易牽涉層面極
廣，審批程序漫長而複雜已是意料之內。中
國銀監會於2011年3月8日予以批准，美國
聯邦儲備局卻要在一年多之後（2012年5月
9日）才宣布批准，這剛好是中美官員舉行
高層會議，以及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莉率
領代表團到北京參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2012年5月3日至 4日）之後。

工商銀行和東亞銀行於2012年 7月6日
在北京舉行特別儀式慶祝交易完成。16 美國

東亞銀行易名為中國工商銀行（美國），不再
是東亞銀行的子公司。儘管東亞銀行有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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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滿 18個月後出售餘下20%權益，但東亞
仍決定保留這些股份。

完美交易時機

鄧炳華認為，把美國東亞銀行售予工商
銀行是「極具遠見的戰略決定」，對東亞銀行
是一宗非常好的交易。

這次交易來得正合時機。2008年金融危
機的衝擊嚴重，美國很多銀行宣告破產，美
國東亞銀行亦面對資產素質惡化的問題。17

與此同時，金融危機促使監管制度改革，一
切變得更加嚴格。例如要切實遵守「認識你
的客戶」等新規則，違規將被重罰。由於美
國東亞銀行屬於小型零售銀行，合規成本極
為高昂。18

另一方面，美國銀行業監管架構繁複，
如「馬賽克」拼圖般令人眼花繚亂，使銀行
經營百上加斤。不同類別的銀行受不同機構
監管，嚴謹程度不一。客戶可能會質疑，為
何與美國東亞銀行一街之隔的其他銀行，不
會提出那麼多疑問，要求提交的證明文件也
較少。他們或許不明白箇中原因，因而簡單
地得出結論，認為美國東亞銀行特別挑剔或
不友善，從此不再光顧。美國東亞銀行也很
難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競爭，因為這些機構處
理匯款時甚少向客戶查根問底。

正如鄧炳華所言，如果有人提着兩個盛
滿鈔票的行李箱來銀行，以往必會受到禮
待，並把他帶到一個寧靜的房間辦理手續；
可是根據新規定，銀行現在會把他拒諸門
外，因為存入大量現金是一個警號，銀行需
要進行大量查證才可滿足合規要求。不過，

東亞銀行在2012年向工商銀行出售於美國東亞銀行的大部分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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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定造就許多服務供應商冒起，專門提供
網上實時系統協助篩選可疑人士，例如恐怖
分子，銀行職員可先行核對潛在新客戶是否
在名單之中。在所謂的「監管新時代」，生產
這類數據庫成為新興行業，對銀行而言，合
規工作則是擴展最快的部門。

鄧炳華憶述：「我們被各種合規要求和
監管規則壓得透不過氣來。」若銀行不投入
更多資本和資源，便應選擇退出。當合規成
本過於高昂，甚至比不守法的代價更高時，
其中一個解決方案是策略性撤退。在銀行所
有周邊業務之中，能賺錢的業務正在收縮，
無可避免要作出取捨。

李萬方透露，有一段時間，美國東亞銀
行的200名員工中，有 18位專責合規工作。
他認為，為了讓銀行賺錢，必須進一步擴展
網絡，可能要增至 100間分行，才能實現規
模經濟效益。不過，東亞銀行尚無計劃大舉
投資美國，特別是當時發展重心放在中國內
地市場。19

於是東亞銀行接觸工商銀行探討收購美

國東亞銀行的可能性，結果喜訊傳來，對方
不但感興趣，而且理據充分。美國東亞銀行
是一間全國性特許銀行，客戶存款獲聯邦存
款保險公司保障，可以提供全面銀行服務，
包括零售銀行、企業銀行和貿易融資。若獲
得這個牌照，工商銀行便可利用美國零售銀
行業務作為跳板，滲透整個美國市場。20

東亞的叫價相當合理。如果工商銀行有
意收購大型銀行，不僅成本更高，還將面對
繁複的審批。此外，美國東亞銀行的管治相
當良好，而工商銀行早前已收購加拿大東亞
銀行，對東亞銀行集團的高水平管治充滿信
心，毋須擔憂有任何隱藏負債的問題。

這項交易讓雙方各得其所，正如時任工
商銀行董事長姜建清博士指出，這是一個
「雙贏」選擇。他非常清楚交易的重要性：
「收購美國東亞銀行80%股權，將使工商銀
行獲得美國商業銀行牌照，填補工商銀行
在美國零售銀行牌照的空白。」他形容這次
是「史無前例的收購」，策略意義非常重大，
可作為工商銀行擴展美國業務的踏腳石，但
策略意義不止於此。他進一步指出，這項交
易「為提升在美國的中資銀行整體金融服務
水平奠下重要基礎」，更重要的是，「或有
助促進中美兩國在平等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放

金融業，並對兩國的經貿往來產生積極的
影響。」21

對中國而言，這項交易也符合國家利
益。鑑於當時中國持有巨額外匯儲備，北京
順理成章鼓勵內地銀行向海外投資。時任中
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芝加哥舉行的中美

經貿合作論壇上指出：「中國鼓勵企業走出
去，令中國的龐大外匯儲備可以轉化為資
本和資產。否則，儲備價值或被通貨膨脹 
蠶食。」22

交易圓滿成功

經過漫長的行政程序和外交努力後，這
項交易終於獲美國聯邦儲備局批准。一些觀
察家指出，美國聯邦儲備局批准交易的關鍵
在於工商銀行能順利通過綜合監管測試。雖
然這項測試是按個別機構處理，但可合理推
論，除非出現特殊情況，否則，其他中資銀
行將來申請成為美資銀行的控股公司時，亦
要符合有關標準。換言之，這項交易為中資
銀行日後進行同類收購清除不少障礙。聯邦
儲備局批准工商銀行收購美國東亞銀行的交

易，不僅為工商銀行，也同時為其他中資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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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打開進入美國的大門。鑑於當時中國金融
業的野心逐漸擴張，相信許多中資銀行均躍
躍欲試，以應對美資銀行大舉進軍中國市場
的不平衡局面。難怪過去雖有其他地區的金
融機構通過綜合監管測試，卻從未像今次般
令國際銀行界雀躍。

東亞銀行和工商銀行歡迎美國當局的決

定。李國寶表示，非常高興能與工商銀行
攜手合作，並進一步鞏固雙方緊密的夥伴
關係。23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終於取得成果。
鄧炳華為促成這歷史性交易感到自豪。他回
想擔任紐約分行總經理時，與時任洛杉磯
分行總經理李萬方一起收購洛杉磯大興銀

行，並逐步發展成美國東亞銀行，最後把這
個「寶貝」賣走。鄧炳華和同事們喜歡開玩
笑說，美國東亞銀行的核心團隊已經歷了整
個生命周期，24 特別是他了解到這項交易具

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協助工商銀行進入美
國之餘，他和同事們也為其他中資銀行鋪路 
發展。

賺錢的途徑五花八門，李萬方認為：
「其中一個最賺錢的交易是出售美國東亞銀
行予工商銀行。」從金錢角度看，這當然是
事實，但站在更廣闊的歷史角度看，東亞出
售其子公司對於工商銀行甚至其他希望進軍

美國的中資銀行，皆有莫大裨益。東亞銀行
歷史使命之一是擔當橋樑角色。能夠協助成
功打開市場大門，本身便是莫大的回報。

這體現了真正的開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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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在創立90周年之際，卻於2008年首
遇擠提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香港屢次發生銀
行擠提。對老一輩而言，相信大家很難忘記
1960年代銀行連環發生擠提的不快經歷，

第十七章

一次實力的考驗

當時牽連甚廣，連經營有道的恒生銀行也不
能倖免。到 1980年代，恒隆銀行、新鴻基
銀行、海外信託銀行相繼陷入危機，國際商
業信貸銀行更在 1991年倒閉，被視為香港歷
來最嚴重的銀行事故。東亞銀行一直未遇擠
提，經營尚算安穩。

大批存戶於東亞銀行的灣仔港灣中心分行門外，排隊輪候提取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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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安穩的環境在2008年9月24日
瞬間逆轉，東亞全線91間分行擠滿數以千計
存戶，要求取回存款。

謠言之始

事件始於有人利用手機短訊惡意散播謠

言，指東亞銀行即將倒閉，鼓動市民盡快提
走存款。銀行管理層獲悉大量存戶到分行提
款，感到事態不尋常，於是即時採取行動，
在 9月 23日傍晚向金管局匯報，並向警方
報案。

當時颱風黑格比正吹襲香港，天文台於
下午6時懸掛8號風球，惹來不少人擔心東
亞銀行因颱風暫停營業一天，便無法取回存
款。現任副行政總裁兼營運總監唐漢城先生
當時無法確定情況，他於凌晨3時就事件完
成錄取口供，步出灣仔警察總部時，天空漆
黑一片，四周颳起狂風暴雨，內心正盤算着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翌日（9月24日）早上6時30分，天文台
除下8號風球，東亞全線分行可照常營業，
在部分分行外，早已聚集大批焦急的存戶。

風暴集結

針對東亞的謠言，究竟是惡作劇抑或有
不軌企圖呢？如果屬惡意攻擊，那麼攻擊者
確實找對了時機。當時李國寶博士剛好離港
到美國公幹，假若有人執意寧可信其有，便
會認定事態發展與東亞陷入財困甚至倒閉，
以及李國寶出走的謠言情節脗合。

 市民恍如驚弓之鳥，因為全球金融市場
在2008年事故頻仍。從美國爆發次按危機

開始，到雷曼兄弟在同年9月 15日倒閉，市
場陷入一片恐慌，銀行存戶耳邊充斥着無數
壞消息，令人緊張不安。

有很多人確實在金融海嘯中蒙受損失，
數以百計香港投資者持有由雷曼兄弟提供擔

保的迷你債券正面臨巨額虧損。此外，在雷
曼兄弟宣布破產後一周，獲美國聯邦儲備局
拯救才避免倒閉的保險企業美國國際集團

（AIG），其在港的附屬公司也擠滿憤怒的保
單持有人。恐懼籠罩全城，有人開始質疑東
亞銀行的財政狀況，甚至憑空想像東亞持有
大量「次按」相關債務工具和在雷曼兄弟方
面錄得巨額損失，但事實並非如此。

 此外，東亞在9月中揭發一名交易員的
違規交易，令情況雪上加霜。當時東亞已立
刻向金管局和聯交所匯報，並向警方報案，1 

這些「未經授權操縱估值」的交易，導致東
亞在股本衍生工具投資錄得港幣9,300萬元
虧損。由於東亞早於8月5日已公布錄得中
期稅後溢利港幣9.3億元，結果要作出修訂
把溢利調低。

市場對不利消息反應迅速，東亞銀行股
份於9月 18日下午停牌前，單是早上交易時
段已下挫6.6%。2 雖然股份於翌日復牌，但
已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市場信心薄弱、人
心虛怯，儘管東亞已澄清今次事件對資產負
債表或資本無重大影響，兩者仍遠高於監管
要求，但不利謠言依然廣泛流傳。

同時，金管局宣布要求東亞的核數師畢
馬威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檢討並提交建議，防
範類似欺詐事件再次發生。3 分析員和評級

機構紛紛下調對東亞前景的評估。

這些談及擠提的不利評論，是否促使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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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黑手利用短訊，散播東亞銀行瀕臨倒閉的
謠言呢？

2008年9月24日

東亞銀行部分分行在9月24日開始營
業前，已聚集大量前來提款的存戶，到午膳
時間人群陸續增多。人流相對較少的中環總
行，中午也開始出現人潮。據財華社記者
報道，下午3時於皇后大道中總行門外有約
200名市民排隊提款，人龍長約50米，同時
有約 10人在櫃員機前等候。雖然銀行大門
上已張貼澄清聲明，強調東亞銀行運作一切
正常，職員亦親自向客戶解釋，但人潮仍不
絕。結果部分櫃員機的鈔票被提取一空，在
午膳時間過後，銀行網站亦因為流量太大而

無法登入，4 猶幸銀行的電腦主機能承受這

些壓力，否則一旦系統陷於癱瘓，後果將不
堪設想。5

由於情況不斷惡化，時任東亞銀行副行
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彭玉榮先生率領管理層立

即採取行動，除了向金管局匯報最新發展，
又安排於下午3時半召開記者會，向公眾重
申銀行財務狀況穩健。

他向記者表示，市面正流傳惡意中傷東
亞業務不穩的謠言，並以最強烈的措詞重
申東亞沒有財政問題，所有謠言都是毫無根
據，存戶在過去兩日提取的款項並非太多，
也沒有重要客戶撤走資金。他還引用數據證
明東亞財務狀況穩健，指出於2008年6月
30日，銀行綜合資產總額為港幣3,966億

在2008年9月24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管理層確認東亞銀行的財政狀況穩健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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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資本充足比率達14.6%，超過國際水平。
此外，他又確認東亞對雷曼兄弟及美國國際
集團的貸款餘額分別只有港幣 4.228億元及
港幣 4,990萬元，6 以釋除市場疑慮。

彭玉榮並向客戶保證，可取回未到期的
定期存款而毋須繳付手續費，提款更不設上
限。7 這次決定，正似是聽取銀行前輩的忠
告，在 1965年的擠提風潮中，為提款金額設
上限絕對是下下之策。

彭玉榮指出，這些惡意謠言不單只是惡
作劇，更企圖擾亂香港的金融體系，因此已
報警，要求警方徹查。8

於東亞記者會結束後，當時金管局總裁
任志剛先生亦公開表示，東亞銀行財政健全， 
重申有關東亞業務不穩的謠言與事實不符，
他說：「香港銀行體系安全穩健。本地銀行
資本雄厚，流動資金充裕，資產素質良好，
業務運作穩健。東亞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及
流動資金比率均遠高於監管要求的水平。」
此外，他向市民和國際市場保證，金管局設
有貼現窗及「最後貸款人」安排等妥善機制，
應付任何流動資金要求，並準備好隨時為需
要流動資金支持的銀行提供協助。然而，他
指出，當時並沒有任何銀行要求金管局提供
協助。任志剛呼籲存戶保持冷靜，採取任何
行動前應深思熟慮。他亦提醒在香港持牌銀
行存款的存戶均受到存款保障計劃所保障，
受保存款上限為港幣 10萬元。9

彭玉榮主持的記者會和政府各部門的聲

明在電視反覆播放，外界反應不一。有部分
存戶認同這次是惡作劇，部分分行的人潮開
始散去。不過，亦有存戶不以為然，擔心東
亞資金不足，即使花上數小時輪候仍堅持要
取回存款。諷刺的是有人因而左右為難，因

為提取大量現金既不方便亦危險，收取銀行
本票又怕最終無法兌現。當時有一名女士到
總行提取大量現金後，甚至要求銀行護衞員
護送。10

本地多份報章詳細報道了當時情況。據
《英文虎報》報道，東亞銀行觀塘分行在下午

6時半，即原應關門後一個半小時，仍有約
200人在分行內等候，「1,500張焦急的臉連
成一線」伸延至對面的康寧道；在港島區，
有 1,500名存戶湧到筲箕灣分行，客戶難免
與分行職員有所爭執，情況混亂。部分市民
更自備小櫈，在分行外一邊排隊一邊玩紙牌
等候。11為紓緩分行的壓力，職員向排隊人
士派籌，承諾他們可於翌日返回銀行依原來
次序提款。12

銀行內部同樣如臨大敵，唐漢城忙於監
察現金流，資訊科技部同事全力確保系統正
常運作。東亞總行高級經理何耀強先生憶
述，最大難題是準時把鈔票送達全數91間分
行。由於部分分行位處較偏遠地區，對後勤
支援是重大考驗。他負責計算每間分行所需
現金，然後開出支票從滙豐銀行提取現鈔。
當時，負責香港及中國內地業務的滙豐集團
總經理兼滙豐銀行執行董事王冬勝先生，
同意提早 75分鐘，於早上 7時30分開啟銀
行金庫，為東亞爭取更多時間。何耀強和
彭玉榮等人為此感激不已。事隔多年後，滙
豐亞太區顧問（業務策略及經濟）梁兆基先生
向彭玉榮透露，滙豐當時為東亞大開方便之
門，背後作出了不少特別安排。

當時每個解款箱盛載港幣 1,000萬元的
鈔票，但每間分行實際所需金額和鈔票面值
各不相同，有些客戶甚至要求人民幣鈔票，
因此先要按不同需要把鈔票放進紙皮箱，密
封後再出動銀行所有車輛運送，甚至要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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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私家車協助，李國寶的座駕亦不例外。
銀行更動員不同部門的男同事，隨車監督整
個運送過程。13

在東亞總行，一箱箱鈔票堆滿整個金
庫，部分更要擺放在走廊，只騰出一條僅僅
足夠職員進出的通道，感覺就如置身作戰時
為前線士兵提供彈藥的碉堡和火藥庫。

在營業時間過後，全港各區分行的人龍
仍未散去。大澳分行由於之前一晚受颱風吹
襲造成水浸，情況更加混亂；14 位於美孚新

邨萬事達廣場的分行，晚上 11時仍有約20名
客戶在門外排隊；至於柴灣分行，儘管職員

存戶在東亞銀行總行門外接受記者採訪。

努力解釋銀行必須於晚上 10時關閉電腦，憤
怒的客戶依然拒絕離開，需要警員到場維持
秩序。15

對於全體東亞員工，這是一次極為嚴峻
的考驗，即使事隔多年，他們仍視之為最難
忘的經歷。東亞為此印製特別版的員工通
訊，表揚員工不辭勞苦克服困難，以及管理
層對員工的感謝，當中摘錄了部分員工的心
聲。竹園邨分行是其中一間受到嚴重影響的
分行。分行副經理張慧珠女士已加入東亞
20年，她回憶說，當時現鈔所餘無幾，本
票又用罄，但客戶仍嚷着要取回存款。銀行
的截數時間已由晚上 8時延遲至 10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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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時過後，部分客戶仍拒絕離開，她和另
一名同事別無選擇，只好在分行通宵留守，
至翌日早上分行經理為她買來早餐，在回家
稍事休息 3小時後，便重返戰場。她認為，
正是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支持東亞所有員
工迎難而上。

很多職員與張慧珠一樣，肩負額外工
作，但每沒有任何抱怨。16 近200名總行職
員派往支援不同分行，即平均每間分行增添
兩人處理前線工作。他們除了協助維持秩序
和安撫存戶，還要每小時向總行匯報，讓高

級管理層了解最新情況，適時提供支援；更
重要的是可以即時通報金管局，以便局方有
需要時即時採取措施。17 每位成員均擔當重

要的角色，缺一不可。

狂潮退卻

李國寶於9月24日傍晚返抵香港，在機
場被記者重重包圍。他向記者保證東亞沒有
任何問題，並透露他計劃增持東亞股份。當
時東亞銀行受謠言拖累，股價下跌了6.85%。

東亞銀行在2008年9月25日於香港各大報章刊登聲明，表示財政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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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寶回港坐鎮，有關他出走的傳聞不
攻自破，對穩定軍心所起的作用，並非筆墨
可以形容，不少客戶更因此放下心頭大石。18

外界或許有所不知，自從危機爆發後，
彭玉榮與李國寶一直保持緊密聯繫，聽取
最新指示。19 李國寶縱使身處外地，仍然控
制大局。

東亞銀行隨即在9月26日舉行董事會
會議，董事們重申全力支持銀行，不但同意
增持股份，更把私人資金存入銀行，以其
財富作後盾。另外，李國寶私人提供港幣
2.5億元協助銀行解決困難；20 還有各方友好

鼎力支持，21 令公眾可以放心。當時有評論
指，東亞得到「貴人」襄助，必定可以化險
為夷。22 事實上，這是東亞多年來與各方努
力建立及維繫關係的成果。

東亞銀行的自有資金非常充裕，據《英
文虎報》報道，東亞預備了港幣30億元現金
應付提款，各分行現金增至港幣1,000萬元，
相當於平日港幣300萬元的三倍。23

北京方面亦表態支持，令形勢逐漸回復
平靜，時任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副主任周俊明先生，在9月25日
呼籲香港市民保持冷靜和信任特區政府，
更表示中央政府「保證香港各方面不會出問
題」。24

猶幸當東亞在香港飽受煎熬那兩天，東
亞中國的 17間分行和39間支行一切運作如
常。新成立的東亞中國，時任副行長孫敏傑
先生明確表示，銀行的內地業務穩定，沒有
受到香港的「惡意謠言」影響。雖然未見內
地存戶爭相提款，但他仍然不敢鬆懈，在上
海忙於與各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官員及傳媒

溝通。他在傳媒發布會上透露，東亞中國上
半年未經審核溢利按年增長超過 50%，存款
增長接近兩倍，首8個月貸款增長約30%，
以事實證明銀行財政狀況穩健。25

風波平息

9月 25日，情況開始轉好，分行出現客
戶排隊存入款項，部分原因是東亞銀行提
供額外利息優惠予之前一天取消定期存款

戶口的客戶。這亦反映市民開始對東亞重
拾信心。

風波平息後，儘管市場普遍認同香港銀
行體系穩健，但社會上亦有不少意見促請當
局把存款保障計劃的受保存款上限，由港幣
10萬元提升至港幣20萬元。最終在2011年，
每名存款人的存款保障上限調高至港幣 
50萬元。

有分析認為，散播惡意謠言目的是要壓
低東亞股價，從而沽空東亞股份獲利。東亞
在周一（9月22日）收市價為港幣27元，周
二以港幣26元開市，到周三（9月24日）股
價全日下跌6.85%，收報港幣25.15元，創
2006年2月以來收市新低，當日最低曾跌至
港幣23.95元；單單在午市後的早段，交投
量已超過2,100萬股。26

東亞銀行股價在9月25日反彈至接近
港幣26元，逆市回升3.38%，當時有評論員
指出「銀行經歷擠提事件後，股價能不跌反
升，實屬罕見」。27

回望以往類似的銀行危機，東亞的遭遇
並非如當時所想像般具災難性。正如東亞在
年報指出，危機在36個小時內已解除。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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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這次事件突顯銀行內部的實力，包括
電腦主機強大的運作能力。正如現任總經理
兼個人銀行處主管許文森先生表示，擠提風
波是對新電腦系統的壓力測試，結果不但順
利過關，而且表現突出，值得慶幸。28

危機過後要處理大量善後工作，東亞銀
行迅速行動，由李國寶親自督促管理層，制
定一系列新措施及訂立完成日期，盡快令資
產負債表恢復健康。同時，東亞展開宣傳攻
勢吸納客戶存款，新開設的中小額賬戶迅速
增加。至2008年 11月24日，存款已逐步回
升至港幣2,060億元。換言之，與擠提發生
前的存款額港幣2,200億元比較，存款淨流
失少於 10%。

東亞銀行快速復元，更因此於2009年
榮獲《亞洲風險》（AsiaRisk）雜誌選為「年度
最佳銀行（香港）」。

東亞銀行榮獲《亞洲風險》雜誌選為「年度最佳
銀行（香港）」。

今次事件促使東亞提高其核心資本以加

強實力，包括成功發行5億美元混合型一級
資本工具，開創本地銀行先河。東亞亦決定
向策略夥伴Criteria CaixaCorp, S.A.和三井
住友銀行配售新股，進一步加強東亞的資本
基礎。

人才及團隊合作

人才向來是東亞最強而有力的武器，這
場風波既揭露東亞的弱點，亦顯示其實力，
最突出的是其全體職員在逆境中團結一心，
就像是被圍困的軍隊般奮勇作戰，管理層即
予以嘉許。

李國寶代表銀行向全體仝人，包括前線
及後勤成員，致以衷心感謝。他向員工表
示，管理層很清楚他們付出巨大努力，盡忠
職守，秉持專業精神，促使大家並肩作戰，
成功渡過難關。這場風波雖然帶來挑戰，但
亦彰顯員工團結一致和全心奉獻。29

李國寶最欣喜的是收到客戶給東亞員工

的感謝信，讚揚他們耐心、專業、真誠與關
懷的態度，就算面對一些難以應付的客戶，
仍能保持冷靜。30

唐漢城深信，擠提風波得以在短時間內
平息，全靠員工無分職級、部門和資歷，上
下通力合作。他特別感激員工主動積極，即
使正在休假也主動返回工作崗位，他表示：
「銀行沒有要求他們銷假，他們都是自發幫
忙。」無論對銀行還是客戶而言，這都是值
得慶幸。31

東亞員工在壓力巨大及瞬息萬變的環境

下，依然保持高度警覺和靈活性，實在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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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發生擠提翌日，李國寶博士於各大香港報章刊登聲明，感謝客戶支持。

聲 明
本人和東亞銀行同仁欣然宣佈，雖然市場上若干關於本行不
穩定之謠言，曾於短時間內影響分行業務之運作，但現已迅速
全面回復正常。

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本行一致明確表示，有關謠言絕非真實，而
且並無根據。金管局亦進一步確認東亞銀行財政穩健。

倘若因近期事件對客戶造成任何不便，謹致萬分歉意。我們在
此衷心感謝所有客戶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和信任，我們並承
諾繼續為大家提供優質的服務。

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國寶

香港，2008年 9月 26日

欣賞。他們隨機應變並且迅速採取行動，絕
非來自任何管理指引，完全是因為懂得「執
生」，才能排除萬難。32

正如彭玉榮所言，有得也有失。失去信
心可以重拾回來，問題不大，東亞所得的，
是員工之間更堅定的團隊精神，這絕非金錢
可買得的無價寶。誠然，銀行不能依靠危機
來考驗和培養團隊精神，不過從中可領會
到，管理層未來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培養
員工的團隊精神。33

雖然員工大多會出於禮貌謙稱「這是應
該的」，但彭玉榮指出，同事們所做的遠超
本份。彭玉榮的嘉許，反映銀行管理層所秉
持的態度，就是作為僱主，深明下屬付出遠
超其職位要求，對員工衷心感激。他這番
話，出於一個信念：上下關係建基於職責、

承擔、責任和互信，以至名聲，而非僅限於
職銜，樂於耕耘付出，不只問收獲。東亞眾
多員工憑此共同信念，為東亞創造傳奇締造
有利條件。

東亞能夠安然渡過銀行擠提，全憑員工
堅毅努力，加上電腦系統精良，資產素質良
好，並得到廣大客戶和股東信任，以及世界
各地友好的支持。旁觀者或許會認為今次不
過是歷史長河中的小插曲，但事實上，這已
成為東亞銀行一段難忘的集體回憶，很多東
亞員工，不論職級高低，都視之為職業生涯
中永遠難忘的大事，總能把當時的艱辛娓娓
道來。東亞銀行克服險阻，渡過危機，並以
此為鑑。東亞秉持信念，進一步鞏固根基，
穩健成長，邁向下一個 10年，迎接更美好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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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提事件後出版的《東亞園
地感謝訊》中，刊載了客戶
的打氣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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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回顧：楊鐵樑先生

楊鐵樑先生表示：「我們一家五代都
選用東亞銀行。我的岳父、我和妻子、兒
子、孫兒、甚至曾孫，都擁有東亞銀行戶
口。約60年前，我從英國學成回港，當
時選擇了一間甚多人光顧的銀行，但該行
職員態度傲慢，令我非常不悅。於是我轉
到東亞，在那裏得到禮待和尊重。時至今
日，一切都已變得更快捷更高效，東亞員
工仍一如以往親切待客，令我稱心滿意。
他們總是耐心解答我的查詢，並非常可

靠。凡為我服務的員工，定必盡心完成任
務，令我安枕無憂。我不認為尊享如此優
質服務為理所當然，客戶不應假定這是必
然的權利。對我而言，銀行職員與客戶的
關係，必須建基於互相尊重。

我唯一的銀行戶口就在東亞，即使早
年東亞發生擠提，我也完全沒有想過要提
走存款。」

 

楊鐵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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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盈利以外更崇高的目標，是東亞銀
行百年來的使命。正如李國寶博士強調：

“東亞銀行之創辦人於 1918 年成立本行
之初，訂下了發展願景：以現代化及
專業的銀行服務，為我們所服務的社
會貢獻綿力⋯⋯正因着我們的服務與
民生息息相關，本行深明伴隨而來的
責任與機遇。

本行一直傳承這份核心價值，並將之
融入我們的業務運作之中。這份價值
正是本行管理人員與員工相待共處的

依歸，也是促進本行審慎經營業務的
原動力，更是驅動我們貢獻所服務社
會之源。1

”
東亞銀行矢志成為優秀的企業公民，致

力為社會貢獻正能量，不斷積極參與企業社
會責任活動。

於創立之初，東亞銀行對社會已滿懷使
命感，當時「企業社會責任」這名詞還未出

第十八章

延續百年的
企業社會責任

現，更莫說把企業社會責任編寫成規則，並
以標準化模式評核匯報。2

這一方面，東亞銀行確實是先驅和典範。

東亞銀行參與公益事業，惠及社會各
界。在上世紀初，當中國努力發展現代經濟
時，東亞的創辦人已下定決心要為國家富強
貢獻綿力，努力成為一間穩健可靠、作風審
慎、具備國際視野的銀行，以行動打破當時
的社會偏見，證明華資銀行也可以做到高效
和值得信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東
亞銀行鼎力支持本地慈善團體，當中包括香
港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最具影響力的慈善
團體——東華醫院（東華三院前身）。

東亞銀行可能是香港第一間為員工成

立公積金的華資企業，最早可追溯至 1934
年。3 1937年日本揭開侵華序幕，東亞銀行
積極推銷救國公債。在香港被日軍佔領的黑
暗時期，大米嚴重短缺，而且價格極為昂
貴，為免員工及家屬受飢餓之苦，東亞改以
大米支付薪酬，並且不惜變賣物業套現資金
購買大米，與員工一起共渡時艱。早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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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企業」這名詞出現之前，東亞銀行已經身
體力行。

抗戰勝利後，東亞首先想到的是協助重
建，令香港這殖民地盡快從頹垣敗瓦中復
元，4 大眾的福祉應放在首位。 

東亞銀行一直積極回饋社會。1969年，
東亞慶祝創行50周年，特捐出港幣 70萬元
作慈善用途，當時登上報章頭版，5 成為一

時佳話。其中港幣50萬元用作成立東亞銀行
教育基金，旨在「鼓勵本港有志青年接受學
術與技術教育」，其餘港幣20萬元贈予36個
慈善團體。教育基金於2009年併入東亞銀
行慈善基金，所有來自教育基金的款項現時
皆用於提供獎學金。

東亞銀行對教育的支持遍及不同層面，
從 1972年為香港大學提供兩項獎學金開始，

東華醫院大堂內鑲嵌紀念瓷畫，表揚東亞銀行於1930年
代作出的捐獻。

為慶祝創行50周年，東亞銀行特意捐出港幣70萬元作慈善用途。

迄今擴大至包括資助香港科技大學高等研究

院的冠名教授席位，以及撥款資助香港中文
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6 因應香港高

等教育迅速發展，東亞銀行與香港多所大學
合作發行聯營信用卡，從中作出捐獻，相關
捐款由2007年的港幣340萬元增至2017年
的港幣 730萬元。過去 10年，共捐出超過港
幣6,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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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一直大力支持公益金「百萬行」。

在 1969年，東華三院和當時新成立的香
港公益金（「公益金」）分別獲東亞銀行捐贈港
幣5萬元。公益金「百萬行」迅速發展為本地
一年一度的慈善盛事，東亞銀行仝人每年都
會全力響應，派出隊伍參加。為激勵士氣，
東亞更特設獎項頒發予動員能力最強和籌募

善款最多的員工。百萬行及其他由東亞舉辦
的活動，都是讓來自不同部門、職級員工聚
首一堂的難得機會，組成隊伍共襄善舉，從
而建立團隊精神。

東亞銀行也積極資助幼兒教育發展，自
1992年起贊助香港小童群益會舉辦的「全港
兒童故事演講比賽」，7 深受兒童、家長和教
師歡迎。

以人為本

東亞銀行在 1983年成立員工康體會（「康
體會」），通過舉辦不同類型活動，促進管

理層與員工，以及同事之間的聯繫。管理層
對康體會大力支持，體現上下一心的緊密關
係。東亞一向深信僱員是最寶貴的資產，並
以不同途徑貫徹這信念，讓員工保持身心愉
快是其中之一。

康體會為員工及家屬組織體育賽事、郊
遊和聯誼活動，有多支歷史悠久的體育隊伍
經常參與跨部門及機構之間的競賽。東亞銀
行會提供場地及資助，有時甚至會資助一半
經費，8 以便康體會能舉辦更多活動，吸引
更多員工參加。東亞的高級管理人員也會積
極參與，加強團隊歸屬感。

東亞銀行在中環東亞銀行大廈設立員工

餐廳，相信沒有多少銀行會於貴重物業內撥
出地方供員工享用。自觀塘東亞銀行中心落
成後，其頂層和天台均留給員工使用，堪稱
為員工特設的新天地。天台的空中花園可俯
瞰維港景色，並設有燒烤場和派對設施；頂
層則設有健身室、員工餐廳和多功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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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曾到訪的賓客包括其他銀行的職員均羨
慕不已。

員工培訓及發展

東亞銀行中心的環境充滿朝氣，設計時
尚，可激發創新思維，為推動東亞極為重視
的員工培訓提供有利條件。

長久以來，東亞銀行致力栽培員工不斷
成長，無論是正式或非正式培訓、獲取專
業資格或是充實生活等方面，皆為人津津樂
道。1960年代之前，員工培訓基本是從工作

中學習，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加入東亞之後，
由資深職員悉心傳授各種工作竅訣。這個傳
統類似昔日中國的師徒制，就像拜師習武一
樣。時至今日，很多職員仍然對他們的「師
傅」心存感激。師徒制孕育出獨特的企業文
化，重視一脈相傳、承先啟後、友愛互信、
忠誠盡責。

正如香港其他企業一樣，東亞銀行早年
沒有設立正式的內部培訓計劃，因此銀行
管理層會鼓勵員工考取不同學術機構的認可

專業資格，例如英國銀行學會會士資格（現
為銀行專業會士，由香港銀行學會授予）。
東亞會向成功考取專業資格的員工發放現金

獎，並為沒能力負擔學費的員工提供免息貸
款，以茲鼓勵。

初級員工普遍到夜校進修，報讀的課
程包括英文、簿記、會計，甚至普通話（國
語），大家努力自我提升，東亞銀行亦樂意
為上進的員工提供協助，即使是最初級的職
員亦然。簡悅隆先生在 1966年自豪地向高級
管理層宣布：「早前我們晉升了5名辦公室助
理為文員，將會培訓他們成為櫃台出納員，
雖然他們中學會考英文科不及格，但已成功
通過銀行內部的英文測試，因此應給予他們
特別機會，予以晉升」。9

要貫徹執行機會均等的信念，勤奮、積
極和聰明的員工應獲得相應待遇，管理層必
須觀察員工表現，並懂得評估其潛能。以往
在「大師傅」簡東浦先生的提攜下，員工們
不但學會工作上所需技巧，並努力做到簡東
浦對品格操守的嚴格標準，簡東浦如家長般
循循善誘，強調全人發展的理念，這種信念
在其辭世後仍得以薪火相傳。有人可能覺得
這方式或已過時，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企業社
會責任的基本精神，是永恒不變的。

東亞銀行舉辦專業培訓課程，讓員工充分了解最新的監管和業務要求。

透過活動建立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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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在 1970年設立培訓中心後，員
工培訓走向正規和系統化，自此不斷改進。
於千禧年代，東亞緊隨數碼化時代步伐，推
出網上學習平台。為配合新監管要求，還推
出持續專業培訓計劃，提升員工的專業能
力，協助他們取得不同金融業務的持牌中介
人資格。10

東亞銀行為員工制定關懷及支援政

策，11 不單協助他們應付日常遇到的困難，
在危急關頭時更可為他們帶來安慰與希望。
這個安排，在「沙士」疫情爆發時期，效用
十分顯著。

東亞銀行也組織了一支義工隊。東亞深
信除了提供優厚的薪酬和福利，以及專業培

訓外，最有建設性的做法是讓員工從親身參
與義工活動中成長，為生命添上意義、確立
目標。東亞在這方面表現相當出色，不僅鼓
勵義務工作，更統籌不同項目，協助員工積
極參與社會服務，將東亞精神傳揚開去。集
團義工服務總時數在2016年達到2.6萬小時，
2017年也超過2.5萬小時，12 成績令人鼓舞。

新亮點：近期發展

東亞銀行靈活善用科技推行慈善任務至

社會不同層面；2008年設立網上捐款服務
平台，不但為捐贈者提供便利，也有助非政
府組織收集捐款。該平台陸續發展多個新渠
道，協助非政府組織推廣，接觸更多募捐對

適逢創行90周年，東亞銀行成立東亞銀行慈善基金，以集中管理及引領銀行的社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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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東亞的貢獻獲社福界高度讚揚，參與
計劃的非政府組織數目在過去 10年穩步增 
加。13

參與慈善工作和營商一樣，可靠的夥
伴至為重要。全球最大型基金會之一的「la 
Caixa」 基金会透過Criteria Caixa持有東亞
銀行17.44%股權（於2017年12月31日數字）。
該基金會在慈善工作方面享負盛名，經驗豐
富。東亞與「la Caixa」持共同理念，彼此
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理想夥伴，雙方其中
一項合作是「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
劃」，由救世軍港澳軍區負責管理，獲多個
醫療及福利團體協助，為末期病患長者及其
家屬提供紓緩護理服務。14 2015年 10月救世
軍宣布出版《安老院舍臨終照顧實務手冊》，
是香港第一本結合院舍長期服務和臨床經驗

編寫而成的實務手冊。

東亞銀行一直以來樂善好施，並將此傳
統美德帶到內地，東亞中國與上海宋慶齡
基金會於2009年共同創立東亞銀行公益基
金，目的是促進內地農村兒童教育。基金的
重點項目為「螢火蟲計劃」，為內地農村兒童
提供教學資源及設施，捐建的螢火蟲樂園配
備電腦、上網設施、桌椅和圖書館。東亞銀
行公益基金為確保螢火蟲計劃能持續發展，
特別為農村學校教師安排培訓，提升他們的
教學和管理能力；學童方面，該計劃著重豐
富他們的學習體驗。來自香港和內地的東亞
銀行職員義工，帶同精心準備的教材探訪農
村，以生動有趣的方式，教授藝術、趣味英
語、數學和基礎金融知識等，題材廣泛。
在2016年，職員義工為內地 10個城市25名
校長和超過 170名教師提供培訓，東亞中國
29名義工分別於5月和 10月參與90小時的
支教活動。15

自2010年起，東亞銀行慈善基金與「la Caixa」基金会及救世軍港澳軍區攜手支持「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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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公益基金的工作備受讚賞，獲
得東亞中國客戶和社會各界踴躍支持。「 la 
Caixa」基金会在2015年與東亞銀行公益基
金簽署合作協議，3年內攜手在內地建設螢
火蟲樂園，計劃非常成功，至今仍持續。

東亞中國的慈善工作給予職員義工寶貴

的機會服務社會，他們全力籌辦每年一度的
「螢火蟲慈善之夜」籌款晚會，也投入大量心
力於農村學校教師培訓計劃。

東亞銀行公益基金深具歷史意義，毋庸
置疑。該基金是首個由外資銀行在內地設立

的慈善基金，東亞藉此與各界分享企業慈善
事業的願景，並在內地推展。東亞中國擅長
擔當橋樑角色，通過開發配對平台，撮合非
政府組織與樂意捐獻的商業機構。16

加強報告透明度

為應對上市公司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的趨勢，東亞銀行於2007年年報內發表首
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藉此與各持份者分享
東亞參與社會公益事務的成果。早期的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集中闡述社區投資，較少提及
具體數據。然而，隨着持份者對環境、社會

為員工子女而設的「東亞銀行獎學金」計劃於2014年推出，旨在獎勵員工子女的傑出表現。

東亞銀行於2011年至2013年間捐出港幣500萬元，以支持香港紅十字會籌建全港最大型的
捐血中心。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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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業管治的表現要求提高透明度，以及預
期監管方面日趨嚴格，東亞銀行在2012年
公布首份獨立刊發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在
2013年公布第二份獨立刊發的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更是本地首家銀行根據「全球報告倡
議組織」G4指引而撰寫，就資源消耗、減廢
及其持份者關切的議題作出全面的披露，並
提供更多量化數據資料。

為了滿足甚至超越社會期望，東亞銀行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規模和涵蓋範疇逐年

增加。

東亞銀行一直堅守對社會的承諾，並以
不同的方式展現出來。從為中國偏遠地區兒
童捐贈教學物資、支持香港病患長者善終關

懷服務、減少用紙保護樹林、打擊洗黑錢活
動、贊助香港藝術節等文化活動、加強風險
管理及合規措施、借助新科技提升客戶體
驗、組織職員義工隊為長者編織頸巾和禦寒
衣物，以至關顧新移民和少數族裔等，服務
範圍十分廣泛 。

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項目繁多，相信當
中有大部分是東亞銀行創辦人當年無法想像

得到的。雖然很多活動表面看似毫無關連，
但最終目標也是希望持續追求更美好的社

會，這亦正正是各位創辦人的宏願。百年以
來，東亞銀行以無比熱誠與幹勁，將偉大的
願景一一實現。

東亞銀行慈善基金自2013年起贊助「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期望促進親子關係及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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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陳澄石 P 1919–1941

陳啟明 1919

周壽臣 P 1919–1959

馮平山 P 1919–1931

簡東浦 P* 1919–1963

簡英甫 P 1919–1940

李冠春 P 1919–1966

李子方 P* 1919–1953

郭幼廷 P 1919–1953

莫晴江 P 1919–1934

吳增祿 P 1919–1934

龐偉廷 P 1919–1934

黃潤棠 P 1919–1978

簡照南 P 1921–1923

黃柱臣 P 1921–1959

李蘭生 1933–1969

潘曉初 1933

附錄

董事

董事

馮秉華 1937–1946

馮秉芬 * 1947–1997

簡悅強 1951–1984

簡悅慶 * 1958–1994

李福樹 1958–1995

李福和 * 1958–2008

羅文錦 1958–1959

黃頌民 1958–1997

何佐芝 1968–2003

利銘澤 1968–1983

羅桂祥 1968–1995

李福權 1970–1993

簡悅隆 * 1972–1985

簡悅輝 * 1973–1992

李國寶 * 1977–

黃頌顯 1977–2016

李福深 1982–2003

董事

馮萬鎰 * 1984–1995

李兆基 1987–2013

李福善 1987–2006

李國章 1995–2002 及

2008–

黃子欣 1995–

李國星 1995–

蒙民偉 1995–2010

彭玉榮 * 1995–2009

陳棋昌 * 1996–2007

羅友禮 2000–

邱繼炳 2001–2016

郭炳江 2001–2014

李澤楷 2001–2017

陳文裘 2004–2008

駱錦明 2005–2016

李福全 20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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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偉廷 1919–1925

周壽臣 1925–1959

簡東浦 1959–1963

簡悅強 1963–1984

李福和 1984–1997

李國寶 1997–

副主席

李國寶 1995–1997

李國章 2009–

黃子欣 2009–

總經理

（1986年改名為「行政總裁」）

簡東浦 1919–1963

馮秉芬 1964–1969

簡悅慶 1970–1972

李福和 1972–1976

簡悅隆 1977–1981

李國寶 1981–

董事

李國仕 2006–

張建標 2008–2016

杜惠愷 2008–2017

郭孔演 2008–2017

范禮賢 2009–

李家傑 2013–

李民橋 * 2014–

李民斌 * 2014–

黃永光 2015–

奧正之 2015–

范徐麗泰 2016–

李國榮 2016–

唐英年 2017–

陳健波 2017–

李國本 2017– P 永遠董事
*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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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B國際有限公司 JCB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RQFII

上海宋慶齡基金會—— 
東亞銀行公益基金

東亞銀行 
公益基金

工商東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工商東亞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上海自貿區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政協

中國人民銀行 人民銀行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壽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銀監會

中國銀聯 銀聯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監會

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附錄

詞彙

全寫 縮寫

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DII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II

具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 D-SIB

卓佳控股有限公司 卓佳

東亞安泰保險（百慕達） 
有限公司

東亞安泰

東亞前海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東亞前海證券

東亞財務有限公司 東亞財務

東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東亞資產管理

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 東亞中國

東亞銀行（信託）有限公司 東亞信託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 
東亞、該行

東亞銀行集團 集團

東亞聯豐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東亞聯豐投資

東亞證券有限公司 東亞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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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前海金控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管理局

前海管理局

恒隆有限公司 恒隆

東盛證券有限公司 東盛證券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結算

香港公益金 公益金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所

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香港按揭證券公司 按揭證券公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

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期交所

香港銀行公會 銀行公會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

員工康體會 康體會

全寫 縮寫

特別提款權 SDR

國家外匯管理局 外管局

國際商業機器 IBM

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第一太銀控股有限公司 第一太銀控股

創紀之城五期 MC5

銀聯通寶有限公司 銀通

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 廣東國投

德國中央合作銀行 DZ Bank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德勤•關黃陳方

藍十字（亞太）保險有限公司 藍十字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羅兵咸永道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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