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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银行 2016 年第三季度税后净利润达 9.43 亿新币
银行及保险业务非利息收入显著提升，带动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5%，
环比增长 6%，前三季度净利润达 26.8 亿新币

2016 年 10 月 27 日，上海 –新加坡华侨银行（以下简称“华侨银行”或“集团”）
今天公布，2016 年第三季度税后净利润达 9.43 亿新币，比去年同期（2015 年第
三季度）9.02 亿新币的净利润上涨 5%，环比上一季度（2016 年第二季度）8.85
亿新币的净利润提升 6%。这项业绩主要归功于非利息收入的强劲表现，尤其是
财富管理手续费以及寿险业务的利润增长。

由于贷款额下滑及净息差下降，第三季度的净利息收入为 12.3 亿新币，相比去
年同期的 13.2 亿新币下降 6%。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住房贷款及其他消费贷
款有所增长，但受大中华区贸易贷款减少的影响，客户贷款为 2090 亿，同比下
滑 2％。本季度的净息差为 1.62％，相比去年同期下降 4 个基点，净息差的调整
主要是源于存贷比偏低以及客户贷款收益的降低。

非利息收入从 2015 年第三季度的 7.75 亿新币增加到 9.7 亿新币，上涨幅度达到
25％。从收入划分来看，财富管理占比总收入的 28％，相比去年同期的 22％有
所提升。基于财富管理手续费的持续增长，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同比上涨 5%达到
4.28 亿新币。以客户资金业务为主的净交易收入达到 1.63 亿新币，相比去年同
期的 1.96 亿新币有所下滑，同时出售证券投资的净收入达到 4100 万新币。本季
度寿险产品盈利达到 1.64 亿新币，与去年同期的 6200 万新币相比显著上升，推
动大东方控股的新业务内含价值提升 29％，本季度加权总保费呈现强劲态势。
此外，大东方控股股票及债券投资组合未兑现收益也为本季度寿险盈利的显著提
升做出了贡献。

华侨银行在附属公司及合资机构方面的收入为 1.05 亿新币，相比去年同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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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 万新币增长 7%，环比上一季度增长 3%，主要得益于宁波银行作为集团联营
公司带来的收入贡献。

本季度华侨银行的成本收入比为 43.2%，与去年同期相仿，环比上个季度的 45.5%
有所下降。集团本季度贷款及其他资产的准备金净额为 1.66 亿新币，较去年同
期的 1.5 亿新币有所上浮。
相比前一季度，华侨银行税后净利润同比上涨 6％。客户贷款有所增长，不过由
于净息差下降 6 个基点，导致集团净利息收入下滑 2%。净息差的缩减主要由于
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地区贷款收益的全面减少。本季度手续费、交易
收入及保险业务收入均实现增长，带动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长 23％。同时，集团
运营支出继续控制良好，环比上季度上浮 2%达到 9.53 亿新币。贷款及其它资产
的损失准备金净额环比上一季度上升 89%，包括 5600 万新币的投资组合损失准
备金。

前三季度财务表现

2016 年前三季度，华侨银行税后净利润为 26.8 亿新币，去年同期（2015 年前三
季度）的税后净利润为 29.4 亿新币。

尽管净息差在过去三个季度内上升 3 个基点至 1.68%，但受有息资产收入缩减 3％
的影响，集团净利息收入同比下降 1%至 38 亿新币。

去年前三季度集团非利息收入为 25.7 亿新币，其中 1.36 亿新币为大东方控股在
股票投资组合中的收益。今年华侨银行前三季度非利息收入为 25.1 亿新币，同
比去年下降 2%。手续费和佣金收入达到 12.2 亿新币，同比去年下降 2%。净交易
收入同比上涨 5％至 4.07 亿新币，主要为客户资金业务的相关收入。前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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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证券投资的净收入为 1.43 亿新币。寿险产品盈利达到 3.55 亿新币，去年同
期数字为 3.93 亿新币。

华侨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资产管理规模实现了强劲增长。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新加坡银行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 620 亿美元（约合 850 亿新币），较去
年同期的 520 亿美元（约合 740 亿新币）增长了 20%。该数据还不包括收购巴克
莱银行在新加坡和香港的财富及投资管理业务所带来的资产规模扩张，该笔收购
预计将于今年之后几个月完成。截止 2016 年第三季度，集团财富管理收入达到
16.3 亿新币，包括来自保险、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证券经纪及其他理财产品
的收入。

2016 年前三季度华侨银行营运支出小幅上升 4％至 28.1 亿新币，这部分费用的
增加主要是员工年薪调整，以及为财富管理、保险业务以及印度尼西亚运营而增
设的员工。贷款及其它资产损失准备金净额达到 4.21 亿新币，同比去年的 2.94
亿新币上涨 43％，包括为贷款及投资组合预留出的特殊准备金。

华侨银行在附属公司及合资机构方面的收入为 3.14 亿新币，相比去年同期的
2.89 亿新币增长 9%。

华侨银行股票 2016 年前三季度投资收益为 10.5％，去年同期为 12.6％。每股年
收入为 85.1 分，相比去年同期的 96.6 分有所下降。

集团首席执行官观点

华侨银行首席执行官钱乃骥先生就集团业绩的表现和发展前景表示：“受到全球
经济环境持续低迷的影响，华侨银行的运营环境充满挑战。我们将继续严格控制
成本，保持充裕的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以及稳健良好的准备金覆盖率。虽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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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行对市场布局持有谨慎的态度，但集团第三季度相比于去年仍然实现了年度
和季度的增长。这些增长主要来源于财富管理和保险业务收入的增长，以及印度
尼西亚地区业务的持续发展。这些都有效印证了华侨银行跨地区、跨业务的多元
化银行及保险特需经营权。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采用稳健的方式发展业务，为
客户提供卓越的服务品质。”

华侨银行简介
华侨银行是新加坡成立时间最早的本土银行，在 1932 年由三大华资银行合并而
成，当中最早的成立于 1912 年。以资产规模来说，华侨银行目前是东南亚第二
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也是世界上最高度评价的银行之一，拥有穆迪 Aa1 级评级。
以广泛认可的金融实力和稳定性，华侨银行连续数年蝉联由《环球金融》杂志颁
布的“全球最安全的 50 家银行”赞誉，同时在《亚洲银行家》杂志的评选中荣
膺“新加坡及亚太地区最佳管理银行”殊荣。
华侨银行及其子公司向客户提供全方位专业金融和财富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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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业务、保险、资产管
理和股票经纪业务。
华侨银行的主要市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大中华。华侨银行在 18 个
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 610 个分行和代表处。这其中包括华侨银行在印度尼西亚的
子公司 OCBC NISP 超过 330 家分行和办事处，以及华侨永亨银行在香港、中国大
陆和澳门的 110 个分行和办事处。
华侨银行的私人银行服务由其全资附属公司-新加坡银行（Bank of Singapore）
提供。 新加坡银行通过独特的开放式产品平台，向客户呈现资产类别中顶尖的
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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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on Global Investors）是东南亚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更多的信息请登录华侨银行的官方网站：www.oc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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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永亨银行（中国）简介
经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华侨银行在华全资子公司华侨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和原永亨银行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吸收合
并的方式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正式成立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华侨永
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直接股东是香港华侨永亨银行有限公司，也是新加坡
华侨银行的全资附属机构。
总部设在上海的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亿元（约
合新币 10 亿元），聘有约 1,500 名员工。包括总部在内，华侨永亨银行（中国）
在北京、上海、厦门、天津、成都、广州、深圳、重庆、青岛、绍兴、苏州、珠
海、佛山和惠州等十四个城市共设有 31 个网点，其中包括位于珠江三角洲的 13
家分支行。
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为原香港永亨银行在华全资子公司。2014 年 7 月 29
日，华侨银行完成对总部位于香港的永亨银行的全面收购。10 月 1 日，永亨银
行在香港、澳门两地的所有网点正式更名为华侨永亨银行，并于 10 月 15 日起成
为华侨银行全资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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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十多年内从未间断过在中国的业务和服务。华侨银行于 2007 年 8 月 1 正式
成立全资子公司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上海。
至目前为止，华侨永亨银行（中国）个人银行部位于上海、成都、珠江三角洲的
分支行都已获得银监会批准经营全面人民币业务的许可。随着人民币业务的展开，
我们已经推出针对个人客户的相关结构性理财产品、代客境外理财、外汇买卖、
代理保险、代销国内基金、网上银行、借记卡、ATM、个人贷款等产品和服务。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充分利用华侨银行在 18 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分布的网络，
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网点优势，为所有企业客户，包括中资企业、外资企业、集团
客户、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和海外客户，提供存贷款、企业融资、现金管理、
国际结算、投资理财、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供应链融资和企业网上银行等优秀
金融服务。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还面对小微企业提供创新型业务 － 小东主信用贷款，这
是对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小微企业提供的纯信用融资产品。小东主信用贷款产品拥
有“纯信用、零售化、重税收、高效率”等四大业务特色。
如欲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华侨永亨银行官方网站： www.ocbcwhhk.com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官方网站：www.oc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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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询请联系：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
企业传播部 孔芳
直线：(86 21) 2083 3240
手机：(86)136 6161 0707
邮件：angelakong@ocbc.com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
企业传播部 李韵
直线：(86 21) 2083 3239
手机：(86) 136 2170 8380
邮件：lynnli@oc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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