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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  經營狀況參考聲明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滙豐」）今日將與分析員及機構投資者舉行電話會議，以配

合其發布之經營狀況參考聲明，以及其美國主要業務(包括美國滙豐融資有限公司和

美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發布本年度第一季業績。該兩間公司根據美國證監會 SEC 
10-Q 表格形式遞交之正式業績報告，將於英國夏令時間 09:30 時之後不久上載於滙

豐網頁（www.hsbc.com）“Investor Relations”一欄。電話會議將於英國夏令時間

11:00 時進行，而有關參與電話會議及現場網上聲音轉播之細節，亦詳見滙豐網頁

（www.hsbc.com）“Investor Relations”一欄，以及在本聲明末。 
 
滙豐今日亦發布其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資本及風險管理第三支柱資料披露，並上

載於滙豐網頁（www.hsbc.com）“Investor Relations”一欄。 
 
電話會議將涵蓋之滙豐業績表現內容在下文論述。當提及「實際基準」時，比較數

字均按固定匯率呈列，並已計及收購和出售事項之影響。2008 年下半年出售法國多

間地區銀行的事項，是本集團組成架構之惟一重大改變。除另有說明外，所有數字

均與 2008 年首季之數字作比較。 
 
經營狀況參考聲明內的經營表現論述，並不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所規

定的會計處理影響。根據 IFRS，在要約期內邀請股東供股需確認為一項衍生工具。

此項會計處理對股東權益或監管資本並無全面影響，但會影響按法定業績報告基準

計算的除稅前利潤。詳情載於本經營狀況參考聲明末的附註。 
 
滙豐經營狀況參考聲明 
 
2009 年滙豐以堅穩的實力起步，集團的收入由 2008 年第四季的水平大幅回升，當

中環球銀行及資本巿場業務由於巿場份額擴大，加上多個重點範疇利潤提升，因而

創出業績新高。集團的整體支出亦受控持平，而各項營業趨勢指標均符合預期。 
 
滙豐在首季度產生資本的能力超越了 2008 年下半年，在支付每股 0.08 美元的普通

股第一次股息之後仍充裕有餘。滙豐於 4 月初完成供股，扣除費用後集資 178 億美

元。是次供股獲得股東大力支持，整體接受供股的比率是 97%，而香港股東的支持

率更達到 98%。按備考基準計算，並計入供股所得資金之後，滙豐於 2009 年 3 月

31 日的第一級資本比率是 9.9%，而核心股本第一級比率則是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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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 www.hsbc.com 
  

本新聞稿發放機構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8 Canada Square, London E14 5HQ, United Kingdom 
英格蘭註冊有限公司。註冊編號 617987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 經營狀況參考聲明 / 2 
 
 
由於滙豐本身的債務錄得大額公允值利潤，令首季的實際除稅前利潤超越 2008 年首季

的表現。若不包括此等利潤，除稅前利潤比去年同期下降，但卻比 2008 年第四季顯著

提升。 
 
不論按實際基準及業績報告基準計算，貸款減值準備及其他信貸風險準備均比 2008 年

首季上升，但較 2008 年第四季下降。在美國方面，該兩項準備均比預期略低。 
 
美國滙豐融資組合以及有資產抵押的可供出售證券組合均繼續縮減，而可供出售證券

儲備的減值略見緩和。 
 
滙豐集團行政總裁紀勤在談及集團的業務表現時稱： 
 
「由於環球銀行及資本巿場業務刷新了業績紀錄，我們第一季的營業表現令人鼓

舞。」 
 
「工商業務方面，我們既在全球同業之中佔領先地位，亦在各經營地區錄得可觀盈

利。除北美洲之外，個人理財業務整體繼續有利可圖，而我們繼續在當地縮減既有的

消費融資業務組合，並不斷循此目標推進。」 
 
「雖然此舉令利潤受壓，但我們仍能在資產負債表中維持充裕的存款水平，維持 82%
的保守貸存比率，同時將工商業務賬項下的閑置資金投放於資產負債管理活動，由此

取得可觀的財資收入。」 
 
「我們作為全球 大的接受存款機構之一，固然十分樂意以開放態度與客戶往來，尤

其重視對核心客戶的關係，但目前的信貸需求仍然疲弱不振。」 
 
「供股行動進一步加強滙豐公認的財務實力，加上 2009 年我們的起步表現理想，預示

著我們可以安然渡過未來經濟範疇的各種不明朗因素，並掌握擴張機會。」 
 
第一季表現重點摘錄包括： 

 
• 不論按業績報告基準或實際基準計算，2009 年首季的除稅前利潤均超越 2008 年首

季。 
 
• 亞洲仍然是表現 佳的地區，亦是我們營業利潤的重心所在。 
 
• 環球銀行及資本巿場錄得創紀錄之除稅前利潤。 
 
• 工商業務在所有經營地區均受惠於資產重新訂價和存款增長，並因此而抵銷負債息

差所受的大部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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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消費融資業務絶大部分已經縮減；雖然存款息差收窄令收入受壓，加上貸款

減值準備上升，但若不包括消費融資業務，個人理財業務表現依然穩健。 
 
• 2009 年首季的業績之中，包括了集團本身債務的大額公允值利潤。若不包括該等

日後將予對銷的利潤，除稅前利潤實則比 2008 年首季下降，此乃由於收入的增幅

不能抵銷貸款減值準備及其他信貸風險準備上升的幅度。 
 
• 按備考基準計算，並經調整 4 月初供股所得資金之後，滙豐於 2009 年 3 月 31 日的

第一級資本比率提升至 9.9%，而核心股本第一級比率則升至 8.6%。 
 
各項財務衡量標準的概要如下（按實際基準之評述）： 
 
• 由於資產重新訂價以及資產負債管理活動成功，2009 年首季的淨利息收益上升。

但目前的低息環境不利於集團各項業務所持有的巨額存款，令存款息差顯著受壓，

故已部分抵銷由此所得的助益。 
 
• 鑑於美國信用卡業務須依從政策決定降低收費，加上財富管理及零售經紀交易等業

務交投量減少，2009 年首季的費用收益淨額比 2008 年同季下降，當中大部分降幅

來自個人理財業務。隨著代客管理資金下降，以及客戶對交易及結構產品的興趣減

弱，私人銀行的費用收益亦見下降。 
 
• 2009 年首季的成本與 2008 年首季大致相近，而美國方面雖然要應付重組支出，當

地收縮經營所得效益，亦可大致抵銷集團在其他方面的成本增加。 
 
• 在 2009 年首季，所有客戶群和經營地區的貸款減值準備及其他信貸風險準備均有

增加，升幅約過半來自個人理財業務，其主要原因是美國的表現繼續疲弱不振。至

於其他地區的準備狀況惡化，則反映經濟下滑。 
 
• 自 2008 年 12 月 31 日以來，資產總額有所下降，主要是由於減持了衍生產品。另

客戶貸款相對於客戶存款的比率稍有改善，則反映縮減美國滙豐融資的組合之後，

貸出款項亦已下降。 
 
• 呈報的風險加權資產比 2008 年第四季減少，減幅超過一半來自外匯換算的效應。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 經營狀況參考聲明 / 4 
 
 
憑新興市場帶動發展之策略再進新里程 
 
滙豐在亞洲繼續尋求自然增長，並同時與各地的策略夥伴保持緊密合作。香港上海滙

豐銀行預期今年第二季會完成對印尼 Bank Ekonomi 收購 88.89%控制性權益的事項。 
 
在越南，滙豐是首間在當地註冊並投入營運的外資銀行。2009 年首季內，我們已在中

國內地開設五個新服務點，目標是到年底時增至 100 個。我們在中國西部與農村地區

加強了服務規模，鞏固我們作為中國內地 大國際銀行的地位。我們以服務規模及長

遠的策略夥伴關係，來體現我們對中國的承諾。 
 
美國以外之個人理財業務繼續錄得利潤 
 
若不包括美國消費融資業務在內，個人理財業務專注向目標客戶層擴大市場佔有率，

並提升客戶的滿意度。但由於存款息差收窄，加上財富管理業務的費用收益下降，但

貸款減值準備上升，該項業務在各地區的除稅前利潤均下跌。 
 
我們繼續加強香港的零售銀行業務經營能力，又提升存款及住宅按揭貸款業務的市場

佔有率。香港個人信貸業務的貸款減值準備仍然處於低水平，而英國方面則由低基數

開始上升。但不論香港或英國的按揭借貸均有充足抵押品支持，預料大額的減值準備

需求不高。 
 
雖然美國經濟繼續疲弱，而且貸款減值準備顯著上升，但美國滙豐融資的卡業務和零

售商戶服務並無錄得虧損。 
 
在貸款組合相對較小的拉丁美洲、中東及印度，貸款減值準備則錄得 顯著的升幅。 
 
美國滙豐融資的組合現已縮減至 960 億美元（2008 年第四季為 1,000 億美元）。由於

低息環境令資金成本下降，該項業務由縮減中的組合產生了 10 億美元收入。是項收入

高於其 6 億美元成本，由此產生的利潤可用以吸納其中 24 億美元結束組合的部分貸款

減值準備。該 24 億美元組合比 2008 年首季略高出 3 億美元，但比 2008 年第四季少 6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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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務表現強勁 

 
工商業務表現強勁，但由於存款息差收窄和貸款減值準備增加，致令除稅前利潤比

2008 年首季減少。隨著信貸續期或重議條件，資產息差經已擴闊。 
 
環球銀行及資本巿場利潤創新高 

 
由於利潤幅度上升及多項業務的巿場份額擴大，環球銀行及資本巿場業務的首季業績

創新高，以外匯及利率交易的表現 強勁，並持續至 2009 年 4 月。2009 年首季，來自

客戶交易的收入增長強勁，並仍然是整體收入的主要來源。由於集團早已因應利率下

調作好部署，資產負債管理亦表現強勁。環球交易銀行雖然錄得利潤，但表現受到限

制，因為資產價值下降、證券服務交投減少，而且資金管理業務因利率低企，須面對

資金價值下降的狀況。 
 
信貸交易收入大幅上升，原因是 2009 年第一季的既有信貸交易持倉撇減額為 4 億美

元，比 2008 年第一季及第四季的數字大幅下降。除下述的可供出售組合減值準備外，

貸款減值準備上升，反映有少部分貸款惡化；2008 年首季的貸款減值準備甚低。 
 
環球銀行及資本巿場 － 可供出售的資產抵押證券儲備減值已見緩和 

 
在環球銀行及資本巿場業務方面，可供出售的資產抵押證券儲備減值降低了 7 億美

元，現為 180 億美元。可供出售的資產抵押債務證券組合賬面值在首季內下跌 46 億美

元，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的 516 億美元。此變動主要反映出售獲美國政府機構支持的

債務，以及結構投資中介機構所持的債券和可供出售組合內的其他資產抵押證券攤銷

及到期。第一季內，有 16 億美元證券按面值償付。 
 
在 2009 年首季，本公司就面值 10 億美元的證券確認了 9,300 萬美元的預期現金流減

值，主要反映兩間投資級別的債券承保公司的評級下降，並因此需由儲備轉撥減值額

至收益表，相關的累積公允值儲備減值為 5.21 億美元，在「其他信貸風險準備」項下

列賬。此項減值的情況及金額已包括在 2008 年報所述的壓力測試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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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個別重大項目亦應予考慮： 

 
2009 年首季，信貸息差大幅擴闊，令按公允值列賬的滙豐本身債務錄得 66 億美元利

潤，2008 年同期則為 25 億美元。但 2009 年 4 月，信貸息差收窄，導致此等利潤大部

分被對銷。此等利潤反映在「其他」項內，不會分配至各客戶群，亦不會包括在監管

資本內。此等利潤將於債務期內全數對銷，且不會視為管理表現的一部分。 
 
滙豐於 2009 年首季進一步出售其所持的 Visa Inc.股份，獲得 2.25 億美元的一次過收

益。2008 年首季，滙豐因贖回 Visa Inc.股份而獲得 3.32 億美元收益。 
 
宣派第一次股息 

 
滙豐於 5 月 5 日宣布派發第一次股息每普通股 0.08 美元。是項股息將以現金分派，並

附有以股代息選擇，將於 2009 年 7 月 8 日派予 2009 年 5 月 22 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

股東名冊之股東。至於已派發之 2008 年第四次股息每普通股 0.10 美元，股東選擇收

取應收股息約 51.5%的股份代替股息，使本公司資本增加 6.24 億美元。 
 
集團主席葛霖表示： 

 
「各國政府在 2008 年終採取的協調政策措施，對於減低金融及信貸巿場所面對的極大

壓力，產生了一些成效。然而，金融體系所面臨的混亂，在 2009 年初散播至其他經濟

領域，致令需求急劇下降及環球貿易嚴重收縮。」 
 
「未來的宏觀經濟環境依然極度不明朗，而各經濟領域所顯示的訊息並不一致。儘管

全球利率處於歷史低位，但經濟活動仍然異常低迷。但近數月來，美國的消費支出上

升，商業氣氛亦已改善。亞洲經濟仍然穩健，中國和印度繼續強勁增長，尤其中國刺

激經濟的各項措施，對本土經濟已產生直接效應。此外，亦有跡象顯示金融巿場可能

會恢復部分吸納風險的能力。」 
 
「較長期而言，我們肯定銀行業將會進入一個深邃的轉變期。各地的監管機構已一致

同意，需要提升督導水平和監管力度，以免再出現目前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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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依然深信滙豐已就現時的環境作好部署。當其他機構專注發展本土業務之際，

滙豐卻憑財務實力和環球網絡，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競爭力。在銀行業進行重整期間，

我們會繼續尋求機遇擴展優勢。」 
 
附註 

 
滙豐供股集資對會計的影響 

 
2009 年 3 月 2 日，滙豐宣布按每 12 股供 5 股的基準及每股 254 便士的價格，發行 50.6
億股新普通股，並於 2009 年 3 月 19 日舉行的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授權進行供股集資。

要約期由 2009 年 3 月 20 日開始，至 2009 年 4 月 3 日停止接納供股。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IFRS」），提出供股被視為是一項衍生工具，但由於絶大部分新股均

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美元」以外的貨幣單位發行，因此滙豐無法顯示其為某個定額

的美元而發行了某固定數目的股份。根據 IFRS 的準則，供股須在股東權益項下入賬。

衍生工具負債於提出供股之時，按當日股價與供股價的差額計算，並將相應數字列入

股東權益的借方。由於股價在要約期間上升，故需重估衍生工具負債，因而在收益表

內確認 47 億美元虧損。衍生工具負債已於接納期結束時終止，期終欠額列入股東權益

的貸方。因此，是項供股集資對集團的股東權益、資本狀況或可分派儲備均無全面影

響。 

 

電話會議詳情 

 
電話會議由集團行政總裁紀勤及集團財務董事范智廉主持。如要收聽，請撥以下本地

電話號碼： 
 
英國： +44 (0) 20 7138 0815 
英國免費電話： 0800 559 3272 
美國： +1 718 354 1359 
美國免費電話： 1 866 239 0753 
香港： +852 3002 1615 
香港免費電話： 800 933 519 
 
如使用手機撥免費電話，可能要輸入密碼。 
密碼： HSBC 
 
電話會議的錄音帶於 2009 年 5 月 11 日營業時間結束後至 2009 年 6 月 12 日供各界人

士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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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聽錄音重播，請撥以下本地電話號碼： 
 
英國（本地）： +44 (0) 20 7806 1970 
英國免費電話： 0800 559 3271 
美國（本地）： +1 718 354 1112 
美國免費電話： 1 866 239 0765 
香港（本地）： +852 3002 1607 
收聽重播密碼： 8184750# 

 
由 2009 年 5 月 11 日起，各界人士可登入 http://www/hsbc.com/hsbc/investor_centre  
收聽重播。 
 
媒介查詢：梁麗娟 2822 4930／梁恒洵 2822 4925／林慧儀 2822 4992 
 
 

補充資料：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在遍布歐洲、亞太區、美洲、中東及非洲的 86 個國家和地區設有

約 10,000 個辦事處，客戶超過 1 億名，於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其資產約為 25,270 億

美元，是世界 大的銀行和金融服務機構之一。滙豐本着「環球金融 地方智慧」的

精神服務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