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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

即時發布 

富邦銀行 2022 年中期純利達 2.03 億港元 
 

（香港：2022 年 8 月 9 日）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止首 6 個月淨溢利為 2.03 億港元，較 2021 年同期增加 2%。淨溢利上升，主要

是由於營運收入增加 9%，惟部分增幅被減值虧損增加 35% 所抵銷。平均股本回報率及平均資產回報率

分別為 2.73% 及 0.34%，而 2021 年同期則為 2.72% 及 0.35%。 

 

受貸款和債務證券投資組合增長所帶動，淨利息收入增加 9% 至 6.97 億港元。市場息率自 2022 年初起

急速上升，導致資產收益於重訂價格後增加。儘管如此，存款成本的增幅超過了整體資產收益的升幅，

令淨息差下降 3 個基點至 1.27%。 

 

非利息收入上升 9% 至 2.27 億港元，這主要是由信貸業務及保險業務收入分別錄得 120% 及 39% 的增

長所帶動。貿易融資業務收入亦增長 19%。然而，市場氣氛持續疲弱，令信託基金業務和證券經紀及投

資服務收入分別下跌 52% 及 33%。非利息收入對總營運收入比率維持在 24.6% 的水平。 

 

營運支出增加 5% 至 4.94 億港元，同時，營運收入亦錄得增長，令成本對收入比率由 55.8% 下降至

53.5%。本集團貫徹執行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的同時，亦持續投資不同金融科技項目，提升數位化功能

以支持業務長期發展。 

 

受一些關鍵經濟因素預期轉差以及貸款和債務證券投資持續增長所影響，本集團第一及第二階段的貸款

減值虧損為 1,700 萬港元，而其他金融工具減值虧損則為 500 萬港元。由於內地房地產市場進一步惡化

，第三階段的貸款減值虧損（扣除壞賬收回後）為 1.58 億港元。減值虧損總額為 1.82 億港元，較 2021 

年同期增加 35%。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計及商業票據的減值貸款比率為 1.00%，減值貸款覆蓋率則

為 70.2%。 

 

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增加 60 億港元或 5% 至 1,240 億港元。

由於企業借貸及按揭貸款錄得增長，客戶貸款總額上升 6% 至 640 億港元。客戶存款上升 8% 至 910 億

港元。計及商業票據，貸款對存款比率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73.1% 下降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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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資本及流動資金狀況仍然雄厚穩健。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的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及一級資本比率皆為 15.66%，總資本比率為 17.54%，高於相關之法定要求。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處於  

68.05% 的穩健水平。 

 

近月全球通脹飆升，部分國家的通脹率更達到數十年來高位，促使許多中央銀行上調息率應對。與此同

時，俄烏戰爭令環球通脹加劇，並進一步影響供應鏈。2022 年初，中國於主要城市實施嚴格的防疫措

施對其 2022 年第二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造成打擊。在香港，儘管改善幅度低於預期，但經濟於第

二季仍有所改善。雖然環球經濟前景惡化或會持續拖累香港的出口表現，但政府推出的新一輪消費券計

劃及其他支援措施將可繼續刺激消費情緒，帶動本地經濟活動。 

 

富邦銀行（香港）致力推動數位化轉型和普及金融，貫徹實現可持續發展。縱然疫情為普及金融帶來更

多挑戰，但我們仍積極開拓為客戶提供本行金融服務的渠道，並照顧他們的需要，以成為客戶值得信賴

的銀行夥伴。許多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於疫情期間仍奮力維持業務，為協助我們的中小企業客戶

紓緩現金流壓力，本行推出了紓困措施及參與多項政府計劃。繼去年於荃灣分行開設「中小企銀行服務

中心」後，本行於 2022 年 6 月在觀塘分行開設了另一間「中小企銀行服務中心」，進一步彰顯我們對

中小企客戶予以支持的承諾。2022 年 7 月，本行首間綠色分行 — 太古城分行 — 隆重開幕，帶給客戶

全新的體驗，同時落實可持續的業務發展。此外，本行於今年上半年推出了一系列由受歡迎的年輕明星

拍攝或代言的品牌形象廣告和市場推廣活動，藉以提升富邦的品牌知名度和強化我們與客戶的關係。 

 

未來，本行將繼續採取穩中求進的策略，鞏固我們的本地業務及把握大灣區帶來的機遇。我們持續推進

拓展本行大灣區業務的策略性計劃。儘管經營環境不明朗，我們仍致力透過提升數位化平台和服務交付

能力，為零售和企業客戶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秉持富邦正向的力量，我們積極強化本行的品牌，並致

力為客戶提供獨特的客戶體驗，繼續成為他們首選的銀行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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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 

之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 

之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1,074,205  907,836 
其他利息收入 6,315  4,077 
利息收入 1,080,520  911,913 
利息支出 (383,395)  (274,250) 
淨利息收入 697,125  637,663 
    
費用及佣金收入 218,847  186,223 
費用及佣金支出 (36,778)  (44,426) 
淨費用及佣金收入 182,069  141,797 
    
其他營運收入 44,793  66,553 
    
營運收入 923,987  846,013 
營運支出 (493,951)  (471,884) 
未計其他收益及減值虧損前經營溢利 430,036  374,129 
    
客戶貸款減值虧損 (175,190)  (136,698) 
其他金融工具減值虧損之(扣除) / 回撥 (5,423)  2,883 
其他資產減值虧損 (1,680)  (956) 
根據貸款協議所得資產減值虧損之回撥 -  200 
減值虧損 (182,293)  (134,571) 
    
投資物業重估(虧損) / 收益 (500)  3,005 
出售固定資產淨收益 / (虧損) 480  (415) 
出售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淨虧損 (86)  - 
除稅前溢利 247,637  242,148 
稅項 (44,366)  (43,393) 
    
期內溢利 203,271  198,75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物業︰物業重估儲備淨變動 6,314  3,937 
指定以公平價值於其他全面收益計量之股本證券：
投資重估儲備淨變動（非循環） 75,725  (408,557) 

 82,039  (404,62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85,310  (20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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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現金及短期資金 3,323,238  4,463,482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結餘 3,460,096  779,806 
持作交易用途資產 1,722,020  1,951,019 
衍生金融工具 1,916,834  723,055 
客戶貸款 63,721,147  60,143,187 
商業票據 382,058  1,060,757 
應計利息及其他資產 1,287,871  1,390,335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證券 43,515,041  43,109,311 
指定以公平價值於其他全面收益計量之股本證券 872,244  783,682 
固定資產 3,668,288  3,696,161 
投資物業 63,500  14,000 
遞延稅項資產 7  84 
資產總額 123,932,344  118,114,879 
    
負債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及結餘 8,603,377  8,378,889 
客戶存款 91,014,448  84,420,922 
交易賬項下之負債 1,721,785  1,951,043 
已發行存款證 2,567,659  3,860,688 
已發行債務證券 1,190,149  2,062,439 
衍生金融工具 70,029  399,267 
其他負債 3,191,922  1,762,164 
遞延稅項負債 536,037  527,839 
負債總額 108,895,406  103,363,251 
    
權益    
股本 4,830,448  4,830,448 
儲備 10,206,490  9,921,180 
權益總額 15,036,938  14,751,628 
    
權益及負債總額 123,932,344  118,11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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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此新聞稿所載有關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財務資料 (作為比較資料) 並不構成本集團該年內

之法定綜合財務報告，而是摘錄自該等財務報告。 

 

按照《公司條例》第 662(3) 條及附表 6 第 3 部的要求，本行已向香港公司註冊處遞交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告。  

 

本行的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告出具核數師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其中不包

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公司條

例》第 406(2) 條及第 407(2) 或 (3) 條作出的聲明。 

 

 

富邦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富邦銀行」）是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富邦金控」）的全資附

屬公司。富邦金控為台灣最大的金融控股公司之一，以「成為亞洲一流的金融機構」為發展願景，擁有

完整多元的金融服務平台。富邦銀行於香港透過 17 間分行、2 間中小企銀行服務中心及 1 間證券投資服

務中心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優質銀行服務，包括零售及商業銀行、財富管理、金融市場、證券及投資服務。

富邦銀行獲標準普爾授予 A-2 短期及 BBB+ 長期信貸評級。該評級反映富邦銀行資本雄厚，流動資金充

裕及資產質素優良。 
 
有關富邦銀行其他資料，請瀏覽富邦銀行網頁www.fubonban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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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詳情，請聯絡 : 

 
執行副總裁兼財務長王浩人先生 
電郵 : fubonir.fbhk@fubon.com 
 

企業傳訊部主管錢曉瑩小姐 
電郵 : corpcomm.fbhk@fub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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