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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

即時發布
 

富邦銀行 2022 年純利達 5.43 億港元 
 

（香港：2023 年 3 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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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止的全年淨溢利為 5.43 億港元，較 2021 年增長 41%。淨溢利增長，主

要是由於營運收入上升18%，惟部分增長被減值虧損上升 33% 所抵銷。平均股本回報率及平均資

產回報率分別為 3.62% 及 0.44%，而 2021 年則為 2.62% 及 0.34%。 

 

受淨息差擴闊及貸款和債務證券投資組合增長帶動，淨利息收入增加 25% 至 16.07 億港元。市場

利率自 2022 年初開始由低位回升，並於下半年大幅上行，令資產收益率於重新定價後上升。整體

資產收益率的改善抵銷了存款成本的增加，淨息差因而擴大 13 個基點至 1.41%。 

 

非利息收入減少 4% 至 3.68 億港元，這主要由於市場氣氛在 2022 年依然疲弱，信託基金業務和

證券經紀及投資服務收入分別減少 52% 及 30%。另一方面，信貸業務及保險業務收入分別增長 

42% 及 11%。非利息收入對總營運收入比率為18.7%。 

 

營運支出增加 7% 至10.46 億港元，成本對收入比率從 2021 年的 58.5% 下降至 2022 年的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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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支持長期業務增長。 

 

減值虧損總額為 2.99 億港元，較 2021 年增加 33%。在預期的一些關鍵經濟因素下滑及貸款和債

務證券投資持續增長的綜合影響下，本集團第一及第二階段的貸款及其他金融工具減值虧損分別

為 5,100 萬港元及1,100 萬港元。第三階段的貸款減值虧損（扣除壞賬收回後）為 2.36 億港元。

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計及商業票據和銀行同業貸款的減值貸款比率為 0.45%，減值貸款覆蓋

率則為 95.6%。 

 

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為 1,300 億港元，較 2021 年增加 110 億港元或 10%。

由於企業貸款及按揭貸款錄得增長，客戶及銀行同業貸款總額上升 9% 至 660 億港元。客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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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長16% 至 980 億港元。計及商業票據及銀行同業貸款，貸款對存款比率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 73.1%下降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 67.9%。 

 

雖然貸款及投資增加，本集團的資本和流動資金狀況仍然雄厚穩健。於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

團的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和一級資本比率皆為 16.01%，總資本比率為 17.78%，遠高於相關之

法定要求。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處於 71.94% 的穩健水平。 

 

儘管面對疫情持續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帶來的挑戰，以及全球經濟引起的市場波動，富邦銀行

（香港）於 2022 年仍然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本行繼續貫徹我們的數位化轉型策略，推動數位化

和普及金融。在疫情期間，我們透過無縫結合實體銀行和虛擬銀行服務，為客戶無間斷地提供銀

行服務，繼續成為客戶值得信賴的銀行。同時，本行不斷拓展和重新設計服務據點，以提供更佳

的客戶體驗。繼本行於 2022 年 6 月及 7 月分別在觀塘分行開設中小企銀行服務中心及於太古城開

設首間綠色分行後，本行於 2022 年下半年在尖沙咀開設中小企銀行服務中心。我們旨在為客戶提

供全面的金融方案，滿足他們不同的金融和財富管理需求，並促進業務的可持續發展。本行與香

港品質保證局簽署的策略合作協議，不僅支持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客戶將業務轉型

至可持續發展經營模式，同時亦推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 2022 年12月，本行成功為一間在香

港特區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合作推出的上網電價計劃下經營的太陽能發電商，安排了一筆無追索

權綠色銀團項目融資，以推動香港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這不但彰顯了本行對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發

展的堅定承諾和支持，並充分體現了本行在綠色金融領域的專業和能力。 

 

商業銀行業務仍然是本行的核心業務。除了推出紓緩措施及參與多項政府計劃，協助中小企客戶

在艱難的經營環境下克服現金流的挑戰外，本行亦參與了香港金融管理局推出的商業數據通 

（「CDI」）。此舉措旨在令銀行體系更有效地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提升香港的普及金融。透過

CDI 平台，本行將能更有效地評估客戶的需求和財務目標，從而簡化貸款申請和審批流程。零售

銀行業務方面，本行於 2022 年底推出升級版「Fubon+」手機銀行應用程式和全新「富邦投資+」

證券交易手機應用程式，以提升數位化銀行服務的客戶體驗，為客戶帶來更便捷的服務。 

 

展望未來，富邦銀行（香港）將貫徹採取穩中求進的業務策略，繼續致力為客戶提供以客為本的

創新數位化服務。我們將加大力度提升數位化服務，並為零售和企業客戶擴展產品組合。本行今

年初開設的新境外理財中心，讓客戶能在位置優越且環境舒適的地方尊享本行提供的專業銀行服



 

 
- 3 - 

務，進一步印證我們致力提升客戶體驗的努力。我們將進一步強化財富管理及財務策劃服務，以

全力為客戶的每個人生階段提供支持，並成就他們的下一代。秉承富邦金控的可持續發展願景及

滿足市場對綠色產品和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我們將為客戶提供合適的建議和融資方案，支持他

們低碳轉型。此外，我們將繼續在人才、技術和基礎設施方面作出投資，以提高營運效率，為客

戶提供可靠和獨特的金融服務。防疫措施於 2022 年底放寬，對香港經濟復甦有着顯著的影響。本

行已作好準備，以把握市場復甦的機遇，並致力為香港的綠色及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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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3,151,676  1,809,863 
其他利息收入  20,127  8,289 
利息收入  3,171,803  1,818,152 
利息支出  (1,564,922)  (532,537) 
淨利息收入  1,606,881  1,285,615 
     
費用及佣金收入  391,528  379,466 
費用及佣金支出  (89,140)  (88,294) 
淨費用及佣金收入  302,388  291,172 
     
其他營運收入  66,045  90,975 
營運收入  1,975,314  1,667,762 
營運支出  (1,045,676)  (976,291) 
未計其他收益及減值虧損前經營溢利  929,638  691,471 
     
客戶貸款減值虧損  (287,827)  (262,237) 
其他金融工具減值虧損之(扣除)/回撥  (10,772)  44,582 
其他資產減值虧損  (634)  (5,380) 
固定資產減值虧損之回撥/(扣除)  1,500  (1,500) 
根據貸款協議所得資產減值虧損之(扣除)/回撥  (1,500)  200 
減值虧損  (299,233)  (224,335)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20,130  3,505 
出售固定資產淨收益/(虧損)  571  (606)  
出售持作出售之資產收益  103  41 
出售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淨虧損  (171)  - 
除稅前溢利  651,038  470,076 
稅項  (107,807)  (83,967) 
本年度溢利  543,231  386,109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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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65)  4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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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53  (425,930) 
重新計量定額福利負債淨額  21,637  20,921 
  (42,875)  (361,711)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00,356  2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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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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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8,257  4,463,482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結餘  4,608,409  779,806 
持作交易用途資產  1,655,624  1,951,019 
衍生金融工具  2,125,339  723,055 
客戶貸款  64,414,547  60,143,187 
銀行同業貸款  1,094,602  - 
商業票據  549,566  1,060,757 
應計利息及其他資產  1,417,422  1,390,335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證券  43,644,361  43,109,311 
指定以公平價值於其他全面收益計量之股本證券  820,314  783,682 
固定資產  3,526,953  3,696,161 
投資物業  13,000  14,000 
遞延稅項資產  6  84 
資產總額  129,598,400  118,114,879 
     
負債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及結餘  8,011,643  8,378,889 
客戶存款  97,923,390  84,420,922 
交易賬項下之負債  1,655,455  1,951,043 
已發行存款證  1,930,195  3,860,688 
已發行債務證券  -  2,062,439 
衍生金融工具  51,430  399,267 
其他負債  4,282,146  1,762,164 
遞延稅項負債  492,157  527,839 
負債總額  114,346,416  103,363,251 
     
權益     
股本  4,830,448  4,830,448 
儲備  10,421,536  9,921,180 
權益總額  15,251,984  14,751,628 
     
權益及負債總額  129,598,400  118,11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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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此新聞稿所載有關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的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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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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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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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