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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强化亚洲业务
亚洲正在崛起。经过多年的强劲增长后，在消费者信心增强、资产价值上升以及环球

贸易增加的带动下，本区域的经济在2006年依旧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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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经济一片

大好的景

象中，担

心油价上

涨，经济

放缓和高

通货膨胀的阴影却笼罩五月的天空，导

致区域股市面对抛售压力而受挫。市场

波动激烈，走势不稳，使资本市场、投

资交易和财富管理活动受抑制。不过，

这种忧虑很快就消退。到了十二月，

区域多数股市已经回升并创下最高记

录。在市场恢复元气的前提下，新加坡

的经济超越了早些时候的预测，取得

7.9%增长。我们的第二大市场香港，

预计也能获得超过6.5%的增长。

星展集团在整体经济良好的环境里，再

加上身为亚洲的银行业务专家所具备的

竞争优势，让集团的净利创下成立�8年

来的最高记录。

我们切望具有最佳资产组合，把业务组

合转移至具更高风险调整回报的领域以

及加强能获取持继收益的业务，这使我

们的盈利保持稳定增长。在这同时，我

们也在扩展环球交易服务、财务投资、

资本市场和财富管理产品的实力。这些

业务策略，为股东取得了更高回报。

在各业务和地区表现强劲

的驱使下，本集团2006年

不包括一次过的净利收

益和商誉摊销，上升了

�2%，达到21亿8千万元

最高记录。盈利增长范围

甚广，各主要营运单位都

有良好表现。

这一年的贷款额升高，息

差甚好，再加上我们专

注于资产和债务的管理能

力，促使净利息收益上

升22%，达到�5亿9千万

元。净息差处于2.2%的

最高记录。净费用收益

也连续八年上升，涨了 

17% ，达到11亿6千万元。非费用收益

则增加了46%，达到5亿9千8 百万元。

这一年，大公司和中小型企业的活跃贷

款活动，使贷款额上升9%，达到866亿

元。新加坡的消费贷款活动也在下半年

恢复活力。此外，星展集团也增加在新

加坡和香港核心市场以外，例如中国、

印度和印尼的企业贷款活动。我们的贷

款额大致上自2002年12月起，连续八

个半年期取得年均复合10.5%的稳健增

长率。

我们的资产质量继续是亚洲各银行的佼

佼者。不良贷款比率从2005 年的2.1% 

减至今年底的1.7% 。尽管信贷周期持

续良好，但是星展集团还是增拨准备

金，从去年的97%增加到115%的最高

记录——这比起1998年的44%最低水

平多出了将近一倍半。

客户在发展和开拓亚洲业务时，星展集

团有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有信心

凭借优质资产，进行更周全与风险较高

的信贷活动，在不削弱信贷标准的情况

下，积极取得贷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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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集团在整体经济良好的环境

里，再加上身为亚洲的银行业务专

家所具备的竞争优势，让集团的净

利创下成立�8年来的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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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认同我们在核心业务上所取得的

佳绩，我们感到鼓舞。星展集团股价在

2006年上涨了�7%，超越海峡时报指

数27%的升幅以及新加坡金融股票指数

29%的涨幅。

强化亚洲业务

我们根植亚洲。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于深

入了解各亚洲文化，并且能运用这种敏

锐的洞察力，协助客户处理至关重要的

需求。

高瞻远瞩与坚定意志，使我们多年来在

资本市场、财务投资与财富管理方面，

累积了专长。迄今，我们能够运用这些

专长，通过广泛的分销网络，将传统客

户与 “新亚洲”投资者紧紧连系。在

争取高流动性的中小型企业、首次高净

值资产客户，或者通过我们遍布全岛的

自动提款机网络和高互动电子银行卖出

证券等业务项目上，只有少数银行能和

我们匹敌。我们深信，星展集团以全新

或非传统方式，在为迅速成长的亚洲资

金流动搭桥时将会处于优势。

2006年，我们在区域债务和股票资本市

场、银团融资、个人股票以及合并与收

购领域，继续保持领导地位。我们也 

一马当先，开创一系列的资本市场交

易。这正体现我们掌握产品结构的知

识以及我们拥有为融资客户与亚洲投 

资者搭桥的良好记录。

* 星展集团是亚洲发展银行100亿美 

元亚洲货币票据发行计划的区域安 

排人。这是自1997年区域经济危机

以来，首宗多地区多国货币融资方

案，也是分割的亚洲货币市场的新 

里程碑。一反过去的顺序募资方式，

亚洲发展银行现在能从单一、统一

的框架里，同一时间接触多个亚洲

金融市场。亚洲发展银行的这项创

举，克服了亚洲市场各管辖范围内

不同条规、税务、文件管理和货币

协议的局限。接下来，其他亚洲发

行人也会应用亚洲发展银行的融资

方式募资，无须通过伦敦或纽约市

场这个遵行已久的募资管道，来处

理这些大多数来自亚洲的资金。届

时，亚洲便能设定自身步伐，让本

区域的流动资金，重新分配给合适

的亚洲发行人。

* 星展集团将继续是跨业公司和银行 

等在新加坡元债券市场的主要中介 

机构的海外发行人。我们今年扩大 

地域范围，接触亚洲以外的发行人，

例如协助阿联酋航空公司成为中东

首个非银行的五年期和十年期票据

发行人，在新加坡元债券市场筹集

4亿元资金。

* 自2002年起，星展集团便开拓迅速

发展的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市场。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领先地位，承

销了18宗销售总值达14亿9千万美 

元的房地产投资信托。我们也成功

地将专长带到其他市场。在香港，

我们推出了首个中国大陆资产的产

业投资信托。在泰国，我们通过国

际发行方式，推出首个上市交易的

办公楼产业基金以及首个上市交易

的零售业产业基金。在马来西亚，

我们通过国际发行方式，主理马来

西亚首个房地产投资信托。在新加

坡，星展集团在承销房地产投资信

托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占有�7%的

市场渗透率。

* 我们在五月间推出新加坡首个在新

加坡交易所挂牌的商务投资信托。

这提高了我们在资产证券化市场领

域的领导地位。我们是太平海运信

托1亿美元商务投资信托的唯一财务

顾问、承销商和帐簿管理人。这次

的公开发售计划获得了大约9倍超额

认购。星展集团准备应用这个灵活

的商务投资信托结构，协助其他发

行人，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领

域，取得稳定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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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新亚洲精神：为了加强职员对公司的自豪感，星展集团职员成为全新区域品牌宣传活动的代言人，形象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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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展集团在二月间受委为9千万美

元五年期外币可转换债券的联合主

理人和联合帐簿管理人，为印度的

Videocon首次发行债券。尽管四个

联合主理人中的两个，因无法为这

项发行项目的交易获得相关信用支

持，在最后一刻退出，但是星展集

团还是坚持到底，在农历新年除夕

日时成功敲定这项融资项目。这项

发行项目获得投资者的良好反应，

使星展集团挤入发行可转换债券积

分榜10强。

* 在股票资本市场，泰国最大的酿酒

与蒸馏厂泰国酿酒 (Thai Beverage) 

，在五月股市走势不稳期间，首次

进行公开售股，筹集1�亿7千万元资

金。这是自星展集团于199�年为新

加坡最大的电信公司新电信招股筹

集42亿元资金以来，最大宗的公开

售股计划。星展集团是这次泰国酿

酒环球售股计划新加坡部分的主要

经办人和协调人。尽管市场显露疲

态，可是，这次的国际与新加坡招

股计划还是获得超额认购。

* 我们在三月间受委托成为2亿6千5百

万美元等值贷款安排的唯一安排人，

为印度的Spice Communications募

资。这是印度星展银行首个国内银

团贷款／证券机构委托。这项融资

计划为配合马来西亚电信公司完成

收购Spice Communications 49% 股

权的献议。

多家国际和区域金融刊物出版社继续认

可我们在资本市场的领导地位。《财

资》杂志表扬星展集团为2006年度新加

坡最佳国内银行、最佳国内投资银行、

最佳股票行和最佳债务机构。《亚洲金

融》则挑选星展集团为“最佳小型公司

融资股票行”，并表示星展集团“为协

助新加坡和香港小型公司上市交易创造

稳固利基。”

为客户坚守岗位

身为亚洲银行业务专家，我们深感自

豪。我们的关键决策者都身处亚洲是

理所当然的。随着亚洲迅速成为经济活

动和资本集合的中心，我们在亚洲占尽

地利，能直接满足客户大多数的需求，

比起北美洲或欧洲越来越更具优势。然

而，当亚洲经济面临暴风雨时，我们是

不可能收伞离去的。

当我们在2006年面对挑战时，我们坚

守承诺，继续为新加坡和整个区域的客

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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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间，在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阴影的

笼罩下，新兴市场股市猛跌。世界各地

的高贝塔 (high-beta) 股票都面对抛售

压力。即使是充满活力的亚洲新兴市场

(不包括日本和印度)也不能幸免。菲律

宾、泰国、新加坡和香港的股票指数，

皆以双位数幅度下跌。

股灾余波导致资本市场游资飘忽不定。

可是，星展集团坚守岗位，协助客户度

过难关。

* 我们在五月间成功处理豪华度假酒店

集团的首次公开售股，为悦榕控股

筹集了�亿6千9百万元资金。投资机

构认购部分获得世界投资者青睐，

而通过自动提款机认购的部分，则

全数售出。

* 七月间，尽管股市表现疲弱，甚至有

三项新的与房地产相关的发售计划

和四项首次公开售股计划，都取消

在香港和新加坡股市挂牌的念头，

但是我们还是成功地公开发售星狮

地产信托和CDL款待业房地产投资信

托。星狮地产信托的2亿7千万元首

次公开发售，引起了大批投资机构

和散户投资者的兴趣。

* 星展集团是CDL款待业房地产投资信

托�亿5千2百80万元发售计划的联合

财务顾问、联合主要承销商和联合

帐簿管理人。这是亚洲日本以外，

首个创新合订结构的酒店产业投资

信托。在股市走势不稳，甚至部分

著名承销商信心动摇时，我们还是

坚守对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的承诺。

这次发售计划的反应良好。配售股

获得0.9倍超额认购，零售部分则有

5.6倍的超额认购。尽管我们可以从

广泛的分销网络取得传统和新投资

者的支持，但是星展集团不会对亚

洲客户置之不理。

扩大区域业务

我们焦聚亚洲，以东南亚、南亚和大中

华为主要市场；因此 ，对本区域的业

务和文化特质了如指掌。

* 在印度，星展集团与备受尊崇的穆鲁

卡巴集团进行零售财务管理合作，

按各占�7.5%相等股权的方式合资。

朱拉曼达南星展金融立志成为主要

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广泛的消费

金融服务。合作公司在这一年里推

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包括为主要和

基本客户提供个人贷款以及通过朱

拉曼达南在印度超过150个营运据点

提供保险产品。

* 星展集团是首家向中国监管当局要

求在所在地设立附属银行业务的外

资银行。随后，我们获准进行在中

国注册的准备工作，成为新加坡唯

一和少数以亚洲为据点的第一批申

请银行。有了当地银行业务附属公

司后， 星展便能为中国居民提供全

套的人民币产品。我们也在十二月

间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批准，让我们在北京、上海和深

圳的分行，接受中国居民最少一百

万人民币的定期存款。这加强了我

们在这些市场为当地客户提供财富

管理的实力。

 为了能吸纳迅速增长的中国中产阶

级的财富，我们购入长盛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的股权。这项合作计

划，结合了长盛在地方市场知识和

分销网络与星展资金管理在投资和

风险管理上的专长，以便在中国设

立一家主要的资金管理公司。这项

须经由监管当局批准的合作项目，

落实后将能辅助星展资金管理的区

域增长步伐。

庆祝上海卢湾支行开幕：开设新支行显示星展集团对中国市场的承诺。这间支行提供消

费银行业务和星展丰盛理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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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我们也在迅速发展的苏州

开设一家分行。这是苏州第一家以

新加坡为据点的银行。这项扩充计

划是我们立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

洲和北京天津地区总体策略的一部

分。我们也在上海卢湾设立支行，

提供消费银行业务和星展丰盛理财

服务。

* 随着中东和亚洲双边贸易不断上 

升，星展集团是亚洲少数，也是新 

加坡第一家，通过迪拜国际金融中 

心获得银行营业许可证的银行。尽 

管我们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分行 

业务才刚开始，但是我们已经参与 

多项主要融资项目，包括受委托为 

迪拜民航局安排10亿美元的三年期

租赁型债券(遵循伊斯兰法租赁协

议)。此外，我们也参与迪拜世界

港口公司 (Dubai Ports World) 收购

英国铁行轮船集团 (P&O) 的融资项

目以及科威特金融机构和沙地阿拉

伯 Al Rajhi Banking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的两项 Murahabas (伊斯

兰银团贷款)融资项目。

* 星展集团目前拥有27.8%股权的

Hwang-DBS (Malaysia) Berhad 独

资附属公司 Hwang-DBS Securities 

Berhad (HDBSS)，获得马来西亚当局

批准，将证券业务改成投资银行业

务。星展集团是HDBSS的活跃伙伴，

获准转型让HDBSS能从现有的企业财

务顾问业务，扩大至更广泛和复杂

的批发银行业务，包括财务投资产

品，以便为马来西亚的客户服务。

我们会通过加速业务的自然增长以及审

慎、严谨的策略性收购与联盟计划，继

续开拓我们在本区域的银行业务，企望

为星展集团泛亚洲业务带来增值，并长

期为股东谋求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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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亚洲增涨财富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亚洲是世界上目前

增长最快速的地区。稳健的经济基础大

大地改善亚洲各社会阶层的前景。资产

价格上涨伴随大量资金涌入，提高了实

质财富。

毫无疑问的，更美好的前景将使亚洲，

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财富膨胀。亚洲财

富的增长率将比全球平均高，这给星展

集团带来提供财务咨询与处理方案的新

机遇。我们的强处是一套产品从开发、

计设到销售的首尾相应模式，并且运用

新加坡和香港广泛的销售管道，根据已

确定的需求，进行反向工程，开发合时

宜的产品以满足特定客户需要。

我们也继续运用衍生产

品的技巧及风险管理的

专门知识，为我们的散

户投资者开发以往只供

专业机构投资者投资的

产品。

星展集团在这一年推出

了允许投资者间接买入

大陆A股的基金。我们

在中国的资金管理伙

伴，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是新推出的星展

中国卓越A股基金的指

定投资顾问。这是应海

外散户投资者的需求而

设计的基金，以让他们

有机会投资A股市场。

印尼星展银行是外汇结

构性存款的领导者。为

了向高净值资产客户提

供更好的服务，印尼星展银行在2006年

设立三个理财中心，使中心的数目增加

到五个。2007年，我们计划在印尼多设

九个理财中心。

我们在印度位于孟买和新德里的分行 

设立丰盛理财中心，为高净值投资客 

户提供服务。我们也等候印度储备银

行根据《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新加

坡—印度自由贸易协议)，批准发出新

的分行执照。

我们在新加坡拥有最大的服务网络，包

括储蓄银行在内的865台自动提款机和

81间分行。

我们的自动提款机网络，处理大约

50%的总交易量；我们在新加坡也拥有

最多互联网银行用户，占了网上银行业

务市场的一半。在新加坡，我们也是发

行最多信用卡的银行之一，约有20%的

市场渗透率。

我们买入AXS InfoComm多数股权。

AXS InfoComm开发和操作全岛�90个

连接互联网处理帐户的“AXS服务

站”终端机。这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付

款与收费业务。AXS服务站辅助我们的

互联网银行业务平台和自动提款机网

络，为零售和企业客户服务。

为了向零售客户提供更好服务，我们推

展让储蓄银行恢复活力的措施，并使之

成为向大众提供全面服务的银行。这项

措施包括装修分行店面和对整体“服务

到销售”营运模式进行改革。去年，总

共有�6间分行披上新装，其余的15间则

会在今年完成。

维持香港业务增长势头：星展集团在贸易融资项目排名 

第二，是制造商的第三大银行。

增加透明度：星展集团属下的储蓄银行，

推出与中央公积金利率挂钩的房屋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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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集团是在新加坡提供托管服务的主

要银行之一。我们是唯一获得两家主

要国际证券中央托管机构 – EuroClear 

Bank 和 Clearstream Banking 所指定的

新加坡共同托管机构。过去几年，我们

把业务范围扩展到香港和泰国。去年，

我们也取得相关许可证，将托管服务扩

大到中国、印度和印尼市场。

协助中小型企业起飞

中小型企业是多数国家的经济命脉。

在新加坡， 99%的企业属于中小型企

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大约4�%，并雇

用半数以上的劳动队伍。在香港，大

约98%企业属于中小型企业。

星展集团应用综合商业模式，将企业

银行业务从新加坡和香港伸展至中国

大陆、澳门、印度和印尼。我们在这

一年里加强效率，满怀信心地为中小

型企业和中等资本客户服务。我们运

用资产实力，持续扩展贷款范围，并

着重收费业务与服务，如星展集团处领

先地位的资本市场、财务投资、现金管

理和信贷风险管理等领域的专长。

在香港，星展集团在贸易融资项目排名

第二，并且是制造商的第三大银行。

我们的目标是继续有别于同行，对准

中国市场，提供独具特色的产品如贸易

融资、设备融资和财务代理。星展集团

在香港的区域交易处理中心，拥有一支

170人的强大队伍，支援包括新加坡和

香港以及另外七个地区的业务，每年处

理大约50万宗进出口交易。

星展集团在四月间完成了东南亚首个

获信贷评级的中小型企业贷款证券化

项目。这个称为“中小型企业扶助贷

款”的项目，是新加坡政府的新尝试，

以协助那些只有少量可抵押资产、无过

去业绩记录和不易取得融资的商家。这

项1亿元证券化资产组合的措施，帮助

超过400家中小型企业获得资金。

中小型企业扶助贷款项目，是我们对中

小型企业市场深切承诺的延续。我们也

是另一项由新加坡政府所推动的项目的

领导者。星展集团在本地企业融资计划

占22%的市场，并且也是财务代理的佼

佼者，拥有大约�0%的市场渗透率。 

资本状况与信贷评级

星展集团在六月间成功发行了9亿美元

的第二级资本附属票据。这是亚洲日本

以外，首次发行至少十年期的浮息附属

票据的银行。在投资者热烈的反向询价

后，星展集团在七月间又成功发行另外

5亿新元附属票据。两项发行计划正填

补了即将到期的附属票据，这显示我们

在必要时，有能力积极为客户提供商业

和策略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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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成功经验应用在其他市场：星展集团维持在新加坡的房地产投资信托领导地位。自2002 年以来，已经承销了18宗总值15亿美元的

项目。在香港，我们推出首个中国大陆资产的产业投资信托。

“2006年的业绩反映出星展集团同

事为扩大与巩固新加坡、香港及整

个亚洲地区的业务，多年来坚定不

移的奉献与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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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里程碑：亚洲发展银行发行100亿美元票据。这是星展集团自金融危机以来，所建立的首个发行亚洲货币债券的区域平台。

我们的资产与负债保持在稳健水平，

总资本充足比率为14.5%，第一级资本

比率为10.2%，这都在法律规定的最

低水平以上。我们获得的信贷评级在

亚洲同业竞争者中最高：穆迪给予我

们“Aa2”等级，标准普尔“AA-”等

级以及惠誉“AA-”等级。马来西亚评

级机构也在12月间给予我们“AAA”等

级。这是马来西亚第四家获得这个最高

等级的外资银行。马来西亚评级机构是

基于我们的国内融资扎实、资产质量特

优、业绩良好、融资与资金流动健全以

及资本总额稳健，而给予星展集团最高

评级。

目前，我们的风险管理构架严紧遵循新

巴塞尔资本协议原则。我们能在本地监

管机构和所在地监管机构所设定的时限

内，符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所定下的

条件。

奉献亚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九月

间在新加坡举行，吸引了世界各地2万

人出席会议。这加强了新加坡作为主要

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也趁这个常年大

会举办期间，推出首个泛亚洲品牌宣传

活动，并再次重申我们奉献亚洲市场，

致力成为一家专长亚洲业务的银行的

承诺。

我们对星展集团在2006年所取得的进 

展感到满意。我们集团的净利创下了成

立�8年以来的最高记录。我谨此衷心 

感谢主席和各董事部成员的指导与意

见，我也感谢我们的股东、客户和商

业伙伴，在这一年里给予我们宝贵的

支持。

2006年的业绩反映出星展集团同事为

扩大与巩固新加坡、香港及整个亚洲地

区的业务，多年来坚定不移的奉献与辛

劳。对于星展集团的同事及其家属，我

诚挚感谢他们的奉献与牺牲。我们要做

的事情还很多，全方位和严谨的营运将

为股东带来更高的回报，并指引星展集

团成为亚洲银行业务专家和持续成长。

戴国良

星展集团控股

副主席兼执行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