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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s
本刊物涉及
[Bank nam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中国银行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Bank of China
招商银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创兴银行

截至到 2014 年 6 月 30 日中期业绩（对比 2013 年 6 月 30 日）
汇丰控股
-

净利润下降 42.97%至 499.0 亿港币

-

利息净收入增长 12.34%至 471.9 亿港币, 净息差上升 2 个基点至 1.94%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下降 1.40%至 224.2 亿港币

-

贷款减值损失和其他信贷风险准备增长 16.27%至 15.94 亿港币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Hyakujushi Bank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Okazaki Shinkin Bank

恒生银行
People’s
Bank of China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汇丰控股

Sumitomo Mitsui Trust Bank

华夏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渣打银行
永隆银行

恒生银行
-

净利润下降 54.15%至 84.7 亿港币

-

利息净收入增长 7.83%至 96.7 亿港币, 净息差上升 8 个基点至 1.92%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 4.29%至 30.6 亿港币

-

贷款减值损失和其他信贷风险准备增长 70.20%至 3.37 亿港币

-

减值贷款比率由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0.22%下降至 0.20%

渣打银行
-

净利润增长 7.51%至 24.0 亿美元

-

利息净收入下降 0.11%至 56.0 亿美元, 净息差下降 10 个基点至 2.1%，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下降 1.62%至 20.6 亿美元

-

贷款减值损失和其他信用风险准备增长 15.89%至 8.4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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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兴银行
-

净利润增长 745.91%至 23.4 亿港币

-

利息净收入增长 30.18%至 6.19 亿港币，净息差上升 33 个基点至 1.52%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下降 5.78%至 1.0 亿港币

-

贷款减值损失为转回 4,400 万港币，去年同期为计提 1,800 万港币

-

减值贷款比率由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0.04%上升至 0.06%

华夏银行
-

净利润增长 18.77%至人民币 86.7 亿元

-

利息净收入增长 15.21%至人民币 220.6 亿元, 净息差下降 9 个基点至
2.61%

-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 23.31%至人民币 36.7 亿元

-

贷款损失和其他风险准备金增长 37.58%至人民币 30.5 亿元

-

减值贷款比率由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 0.90%上升至 0.93%

招行在香港开设首家境外私人银行中心– 招商银行（以下简称：招行）首家
境外私人银行中心-永隆私人银行中心近日在香港开幕，该中心致力为香港
和大陆的客户提供全球财富管理和综合金融服务。
工行发行人民币债券– 中国工商银行（以下简称：工行）近日发行完成总规
模为 200 亿元的 10 年期人民币二级资本债券，该债券在第 5 年末附发行人
赎回权。
中行发行人民币债券– 中国银行（以下简称：中行）近日发行完成总规模为
300 亿元的 10 年期人民币二级资本债券，用于补充二级资本，该债券在第 5
年末附发行人赎回权。
工行推出外币预约取钞服务– 工行在全国 7 省市约 500 个网点推出外币预约
取钞服务。
澳联邦银行指定澳交所提供人民币结算业务–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以下简称：
澳联邦银行）将更改外汇标准结算指引，使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成为其人
民币付款结算的默认处理场所，而非此前的香港。

监管及法规动态
央行收缩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从货
币市场回笼资金人民币 200 亿元，已连续两周实现净回笼。
信息来源: 道琼斯有限公司, 费尔法克斯传媒管理有限公司, Oreanda News LLC, SinoCast LLC,
以及各类银行和监管机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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