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布稿
华侨银行集团宣布 2008 全年
净利下滑 16%至 17 亿 4900 万新元
有鉴于保险、投资和贸易收入下跌以及准备金增加，
全年主营业务净利下滑 21%至 14 亿 8600 万新元
2009 年 2 月 18 日，新加坡－新加坡华侨银行集团（以下简称“华侨银行”）今天宣
布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财政年的净利下滑 16%至 17 亿 4900 万新元*。不包括分散
投资非主营资产的收益和税务返还，主营业务净利下滑 21% 至 14 亿 8600 万新元。
2008 年严峻的市场环境和悲观的经济环境，尤其是在下半年，对于集团的保险、投资
和贸易收入造成负面的影响，也同时导致贷款和其他资产的准备金显著增加。这些因
素抵消了因贷款增长和更高的利息差幅所带来的净利息收入增长。华侨银行的附属公
司-大东方控股（Great Eastern Holdings）对于集团主营业务净利的贡献从 4 亿 4900
万新元下滑至 1 亿 6000 万新元。不包括大东方控股，集团主营盈利下滑 7%。
以主营盈利为基础的股本回报率，从 2007 财政年的 13.4%下跌至 2008 财政年的
9.9%。每股盈利下滑 23%至 46.1 分。2008 财政年主营盈利不包括来自脱售海峡商行
和罗敏申私人有限公司的剩余股份，以及总额为数 8900 万新元的税务返还和税务减
记。2007 财政年，分散投资非主营资产的收益为 9000 万新元，税务返还为 1 亿零
300 万新元。
2008 年第四季，净利同比下滑 30%至 3 亿零 100 万元。不包括 5100 万新元的税务返
还和减记，第四季度的主营业务净利为 2 亿 5000 万新元，同比下滑 41%，并比上一
季则减少了 37%。非利息收入的下滑和准备金的增加抵消了净利息收入的季度同比增
长。
董事会建议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财政年派发每股 14 分免税年终股息。加上之前的免
税中期股息，全年股息为每股 28 分，与 2007 财政年一样，占集团主营收入的 58%。

收入
在利息收入资产的增长和息差改善的推动下，净利息收入在2008财政年增长了24% 至
27亿8300万新元。在新加坡和海外市场的商业贷款的增长带动下，总贷款额增加12%
至813亿新元。在较高的贷款利差和较低的资金成本的带动下，以及受部分强劲增长的
低成本存款影响，净息差从2007财政年的2.10% 增加至2008财政年的2.27%，达到八
年来的最高点。
在2008年第四季，净利息收入同比增加28%，与前一季度相比增加15%,总计7亿8300
万新元。而在贷款利差改善，资金成本降低以及货币市场运作的良好收益的推动下，
第四季度净息差有十分显著的进步。与2007年第四季度的2.14%，及2008年第三季度
的2.18%相比，第四季度净息差达到了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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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分散投资收益的非利息收入，在2008年财政年下降25%至14亿5800万新元。全
年艰巨的市场情况导致人寿保险利润的下降、出售投资证券收益的减少，以及证券和
衍生产品的交易损失。疲软不稳定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影响了大东方保险的成绩，尤其
是其不分红寿险基金的业务，以致人寿保险利润下降41%至3亿新元。脱售投资证券的
收益从前年的2亿零200万新元下降至1800万新元。来自衍生产品和证券交易的损失从
前年的1200万新元扩大至1亿零800万新元。
占非利息收入约一半的收费和佣金收入，基本持平，稍微下降4%至7亿7400万新元。
其他收费项目的增加，尤其是来自贷款类和贸易类的收入增加，减轻了股票交易、财
富管理和基金管理收入减少所带来的冲击。
由于全球市场和信心于2008年第四季跌至全年的谷底，这导致集团的同期非利息收入
下滑。与2007年第四季度及2008年第三季度相比，2008年第四季的非利息收入因收费
收入和人寿保险利润的下滑，加上外汇、证券和衍生交易和投资证券的净损失，下滑
44%，至2亿5900万新元。

支出
营业支出在 2008 财政年增加 10%至 18 亿 5400 万新元。大约 42%的支出增加是因为
集团海外业务的扩张，尤其是在中国，以及首次结合于 2008 年 4 月成为集团子公司的
马来西亚公司 - PacificMas Berhad的开销。照常的营业开销增加 7%，大部分是因为
更高的底新、人员的增加、更高的折旧费用、租金和商业促销支出。相比 2007 年第
四季和 2008 年第三季，2008 年第四季的营业支出分别下降 4%和 6%。
集团收入全年基本持平，支出对收入比例从 2007 财政年的 40.1%增加至 2008 财政年
的 43.7%。

准备金和资产质量
由于信贷市场和经济状况恶化，导致贷款以及其他资产的准备金大量增加，从前年
3600 万新元增加至 4 亿 4700 新元。该数额包括贷款的专项准备金 1 亿 6500 万新
元，贷款组合准备金 2000 万新元，债务担保凭证（CDOs）准备金 8700 万新元，以
及 1 亿 7500 万新元的其他资产准备金，这其中主要是债务证券。
2008 年第四季，净准备金从上一季的 1 亿 5600 万新元，和前年的 1300 万新元调高
至 2 亿 4300 万新元。其中包括 1 亿 5900 万新元作为专项贷款准备金，1500 万新元
企业债务担保凭证以及 5800 万的其他资产准备金，而贷款组合准备金共计 1100 万新
元。
集团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在前 9 个月稳步下降，但在最后一个季度有所上升。截
至年底，不良贷款总计 13 亿 4800 万新元，略低于去年同期，而不良贷款率从 1.7 %
降低至 1.5 % 。准备金覆盖率维持健康，准备金的累积金额对不良贷款的比率从 2007
年底的 116% 提高至 125%。

资本与资金
华侨银行依旧保持充足的资本持有量和坚实的存款资金基础。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集团的一级资本共计 143 亿新元。它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4.9% ，远高于监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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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限度的 6 %。而集团的 15.1%总资本充足率也比监管当局要求的 10 %高。
集团贷款业务的增长来自于稳健并不断增长的存款基础。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客户存款增长 6%至 940 亿新元。这主要归功于储蓄和活期存款增长超过 20%。存贷
比例为 85%，集团在新加坡银行间市场仍然是净借出方。

子公司业绩
由于其人寿保险利润和股东的基金投资受到账面损失，较少的投资利润，和更高的减
值准备，大东方控股全年净利润下降 50%，共计 2 亿 7200 万新元。在扣除了无形资
产摊销、非主营盈利、税务拨回和少数股东权益后，大东方控股对于集团主营盈利的
贡献为 1 亿 6000 万新元，比 2007 年的 4 亿 4900 万新元大幅度减少。不包括大东方
控股，集团的主营业务净利减少 7 %至 13 亿 2600 万新元。
集团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子公司表现良好。在净利息收入、回教银行收入及非
利息收入的增长下，华侨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净利增长了 20%至 6 亿 1700
万马币（约 2 亿 5600 万新元）。在净利息和非利息收入的增长，和适度开支增长的推
动下，集团于印度尼西亚的子公司 OCBC NISP 的净利增长 27%至 3170 亿印尼盾
（约 4000 万新元）。

股息
董事会建议派发每股 14 分免税年终股息，加上之前的中期股息，全年股息为每股 28
分，与 2007 年一样。集团的决定是考虑到集团充足的资本持有量和预期的资本需求，
同时继续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可预测性，保持稳健的股息派发。集团 2008 年派发的股
息，占集团主营业务净利的 58%，比集团所设下的 45%目标高。
华侨银行建议重新启动其以股代息计划。这个计划在1996年通过股东决议批准，旨在
给予股东一个选择以股票的方式获得股息而不是现金。在推出之前，计划仍需做相关
的调整以符合新加坡交易所目前对于以股代息计划的规定。对于那些选择以以股代息
计划获取股息的股东，新股的发行价建议为参考股价的90%（既华侨银行除息日至股
票过名/注册截止日期的股票均价）。此计划的目的在于希望让股东们以最低的交易成
本，将获得的股息更便利地重新投资于华侨银行的股份。

华侨银行行政总裁的话
针对集团的表现，华侨银行行政总裁康大卫说：
“我们全年的业绩，尤其是第四季度，遭受到全球金融风暴和经济低迷的影响。目前的
经济衰退预计将持续至 2009 全年。尽管我们的战略方向维持不变，但是有鉴于不明朗
的经济环境，我们计划更谨慎地控制我们的开支，并在风险控制方面维持我们的高度警
觉。以我们充足的资金流动性和资本持有量，我们绝对有能力应付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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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银行简介
作为新加坡成立时间最早的本土银行，华侨银行现有资产 1810 亿新加坡元，在包括新
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文
莱、缅甸、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内的 15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480
个分支行。这其中包括华侨银行在印度尼西亚的子公司 OCBC NISP 的超过 370 家分
支行。华侨银行及其子公司向客户提供全方位专业金融服务，包括个人业务、公司业
务、投资业务、私人银行业务、交易银行业务以及全球资金业务和股票经纪业务，以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华侨银行的附属公司--大东方控股（Great Eastern Holdings），从资产规模和市场占
有率方面都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大的保险集团。其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利安资金管
理（Lion Global Investors Limited）是东南亚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更多的信息
请登陆华侨银行的官方网站：www.ocbc.com.

华侨银行中国简介
华侨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 （“华侨银行中国”）于 2007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
总 部 设 在 上 海 的 华侨银行中国是新 加 坡 华 侨 银 行 （“ 华侨银行 ”） 的全 资 子 公
司。
自 1925 年在厦门设立第一家分行起，华侨银行一直保持在中国的持续经营。 在
这 84 年内，华侨银行不仅没有间断过在中国的业务和服务, 我们也是 1949 年后在中国
大陆连续经营的四家外资银行之一。
华侨银行中国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 亿元（约合新币 6 亿 9800 万元）。目前华侨银行
中国聘有超过400 名员工，并计划在 2010 年前将员工人数增至 1000 名以上，以支持其
迅速的业务增长需求。
除了上海总部，华侨银行中国在北京、厦门、天津、成都和广州也设有分支行。重庆
分行也计划于 2009 年上半年开业。另外，我们在青岛也设有代表处。
至目前为止，我们位于上海及成都的分支行都已获得银监会批准经营全面人民币业务
的许可。随着我们人民币业务的展开，我们已经开始逐步推出针对个人客户的人民币
产品和服务，包括人民币或外币活期存款、定期存款、一天及七天通知存款、结构性
理财产品、房贷、保险、外汇买卖及汇款、境外理财产品及留学、工作签证资金证明
等产品与服务。
更多的信息请登陆华侨银行中国的官方网站：www.oc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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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询请联系：
华侨银行中国
企业传播部
黄丽芳
电话：(86 21) 6146 3239
传真：(86 21) 5010 6133
手机：(86)1590 168 3393
电邮：nglhlynnice@oc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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