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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星展中国”或“我行”）是在中国设立独资法人银

行的首家新加坡银行和首批外资银行之一。2007 年 5 月 24 日，经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2007 年名称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并于

2012 年 9 月及 2016 年 10 月增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 亿元，注册地在上海。星展

中国的独资股东为新加坡星展银行有限公司（“星展银行”），星展银行由星展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星展集团”）全资控股。 

 

星展是亚洲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业务遍及 18 个市场。总部设于新加坡并

于当地上市，星展业务覆盖亚洲三大增长主轴，即大中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星

展资本充裕，所取得的 AA-和 Aa1 级信贷评级位列全球最高级别之一。 

 

  星展的全球领导地位获得认可，2018-2019 年间相继被《环球金融》、《银行

家》和《欧洲货币》杂志评为“全球最佳银行”。星展率先以数字科技塑造未来银行

的营运模式，并被《欧洲货币》杂志评选为“全球最佳数字银行”。此外，星展于

2009 至 2020 年连续十二年被《环球金融》杂志评选为“亚洲最安全银行”。 

 

星展集团在亚洲提供包括零售银行、中小企业银行及大型企业银行的全面金融

服务。生于亚洲、长于亚洲，星展洞悉在亚洲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营业务的秘

诀。星展集团始终抱持使命感，恪守本业，与客户建立长久的伙伴关系，以及通过

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不断回馈社会。星展银行出资 5 千万新加坡元于 2014 年成立星展

基金会，引领企业社会责任，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进步。 

 

星展于亚洲拥有广泛的业务网络，并重视员工沟通，提供员工广阔的发展机

会。星展集团 2.9 万名员工，来自 40 多个不同国籍，每一位都充满热忱，坚守承

诺，具备积极进取的「我做得到」精神。 

 

中国是星展银行的重点市场之一。截至本年报发稿日，星展中国在中国内地，

除了设在上海的总部外，还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天津、南宁、东

莞、杭州、重庆、青岛和西安共拥有 12 家分行和 21 家支行。星展中国的业务重点

为企业及机构业务、环球交易服务、财资市场、中小企业银行以及个人财富银行服

务。 

 

在分支机构有序发展的同时，星展中国在改善公司治理、扩大客户基础、提高

业务规模、加强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等方面也有令人满意的进步。星展中国将在财务

稳健、审慎经营和善于创新的基础上，秉承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更深入地参与

中国市场，为广大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专业化和人性化的服务以及金融支持，实现

与中国市场的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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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获国内外媒体、官方机构和商界的广泛认可，获《环球

金融》杂志评为“2018 年中国最佳现金管理银行”、“2018 年人民币国际化最佳外

资银行 ”、“2019 中国最佳营运资金管理奖”；获得《21 世纪经济报道》选为

“2019 年度亚洲卓越风险管理银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协会》评选为“粤港

澳大湾区百強企业传承大奖”。2020 年荣获《环球金融》杂志评选为“2020 年最佳 

‘一带一路’外资银行”；获《上海证券报》评选为“2020 金理财‘年度创新理财产品

卓越奖’”；获《财资》评为“2015-2016 年中国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二．财务摘要 

 

 

我行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270,529 273,501 

税前利润 15,591 88,535 

净利润 17,507 70,330 

资产总额 13,446,839 12,293,588 

贷款及垫款总额 4,209,417 4,755,896 

客户存款余额 6,440,054 6,229,417 

所有者权益 1,197,640 1,184,834 

不良贷款余额 48,331 31,876 

不良贷款率 1.1% 0.7% 

拨备覆盖率 183.2% 360.1% 

贷款拨备率 2.1% 2.4% 

资本充足率 13.3% 15.4% 

 

 

2020 年度，我行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7 亿元，与上年度基本持平（2019 年：人

民币 27 亿元）。2020 年度我行的拨备前利润为人民币 9.9 亿元，较上年度增长 2%

（2019：人民币 9.7 亿元）；由于较大的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我行 2020 年度净利润

较上年度减少 75%。 

 

截至 2020 年末，我行本外币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344.7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9%（2019 年：人民币 1,229.4 亿元）。2020 年末，我行贷款及垫款总额为人民币

420.9 亿元，较上年末减少 12%（2019 年：人民币 475.6 亿元）；客户存款余额为

人民币 644.0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2019 年：人民币 622.9 亿元）；所有者权益

为人民币 119.8 亿元（2019 年：人民币 118.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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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末，我行不良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48,331 万元（2019 年：人民币

31,876 万元），不良贷款率为 1.1%（2019 年：0.7%）。拨备覆盖率为 183.2%

（2019 年：360.1%），贷款拨备率为 2.1%（2019 年：2.4%），均高于监管要求。

我行 2020 年的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的监管要求分别为 120%和 1.5%（2019

年：130%和 1.8%）。 

 

我行资本充足，截至 2020 年末资本充足率为 13.3%（2019 年：15.4%），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2.9%（2019 年：12.4%）。资本充足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主

要是因为我行于 2020年 12月赎回了 2015年发行的二级资本债。 
 

 

 三． 独立审计师报告 

     

   我行经董事会批准，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为 2020 年度外部审计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对我行财务报告经过审计后，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四． 公司治理情况 

 

    2020 年度我行的公司治理，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国市场的特色情况、我行

章程以及获董事会通过的公司治理组织架构运行，并适当参照国际先进公司治理经

验，总体运作效果较好。公司治理各组成部分，包括董事会、董事会下设委员会、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层等，各司其职，确保公司治理架构的有效运行和规范

执行。 

 

 

（一）股东以及关联交易情况 

   

星展中国的全资股东为新加坡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星展中国遵守各项监管法规，包括根据监管要求，管理其关联方交

易。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银行关联交易包括信贷业务、服务提供和基金代

销，其中信贷业务（个人住房贷款）授信余额为人民币 705 万元；集团间服务交易

发生总额为人民币 10410 万元；其他关联交易发生额为人民币 24.59 万元。2020 年

度内，批准两笔重大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内容为集团间技术项目外包以及与关联方

之间的信贷业务。所有关联交易都以市场条件达成，并履行向监管机构和董事会以

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报告程序。星展中国股东关联方请见本年报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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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会构成及其工作情况 
 

     

       星展中国董事皆由股东根据星展中国章程提名。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星展

中国董事会构成如下： 

 

    何潮辉先生 - 董事长 

    葛甘牛先生 - 执行董事、行长/行政总裁 

    黄丹涵女士 - 独立董事 

谭世才先生 - 独立董事 

罗少红女士 - 非执行董事 

    林伟胜先生 - 非执行董事 

Juan Eugenio Sebastian Paredes Muirragui (庞华毅) 先生 - 非执行董事 

伍维洪先生 - 非执行董事 

  

       董事会始终强调维护良好、坚实并且合理的公司治理框架。星展中国努力遵守

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治理标准，以及由银保监会发布的相关公司治理的指导性要

求。 

 

   董事会对星展中国的公司治理、战略和风险控制管理以及财务表现负有最终责

任。为完成其对星展银行的相关方包括股东、客户、员工、监管机构和社会的责

任，董事会致力于以稳健、专业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指导星展中国的业务和营运，包

括遵守所有适用于星展中国的法律和法规。 

 

       董事会下设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薪酬委员

会，分别监督关联交易、审计、风险和薪酬等领域。 

 

   2020 年度，董事会召开了 5 次会议，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风险

管理委员会分别召开了 4 次会议，薪酬委员会召开了 2 次会议，会议内容涵盖公司

的财务、业务、营运、信贷、战略、合规、风险管理、薪酬政策、高管聘任等各个

方面。董事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积极监督高级管理层跟进并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和安

排。2020 年度，星展中国董事会积极并尽责履行有关职责。 

 

  (三) 监事及其工作情况 

 

    监事向星展中国的股东星展银行负责，履行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实施监督

的职责。根据星展中国的章程，监事具有下列职权： 

- 检查财务； 

- 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纪律、法规或银行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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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银行、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

存款人的合法权益； 

- 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 

- 列席董事会会议； 

- 依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 法律法规及银行章程规定的应由监事行使的其他职权和股东授予其行使的其

他职权。 

 

截至 2020 年底，我行监事为陈德隆先生。陈德隆先生其为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和新加坡星展银行有限公司的首席风险官，对履行监事职责非常重视，且了解星

展中国的经营情况。作为监事，陈德隆先生定期就星展中国的财务状况、风险管

理、发展战略、内部控制、高管聘任、薪酬方案和政策等方面与董事会和高级管理

层进行讨论。2020 年度，陈德隆先生列席了我行董事会等会议，并对我行以传阅方

式通过的董事会决议认真审核，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根据《商业银行董事履职评价办法（试行）》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监事审阅

了全体董事 2020 年度自我评价，结合各项评估指标进行了审核和认可，全体董事于

2020年度的履职评价均为称职。股东对于陈德隆先生作为监事的履职，非常满意。 

 

（四）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独立董事对星展中国及其股东负有诚信、勤勉的义务。独立董事应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独立履行职责，维护银行整体利益。2020 年度，星展中

国的独立董事积极参加董事会会议等各种会议的讨论和决策，并作出有建设性的指

导和建议。黄丹涵女士自 2016 年 2 月作为独立董事加入董事会及担任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主席和审计委员会委员以来，凭借其在中国市场和法律领域的多年丰富经

验，在关联交易管理、重大风险管理、内部审计、外部审计等方面提出了独立、公

正、有益的意见。谭世才先生自 2019 年 7 月作为独立董事会加入董事会，并于 8 月

起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薪酬委员会的主席。谭世才先生通过其在国际市场以及

在多年审计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我行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2020 年度，独立

董事勤勉、尽责地履行了职责。 

 

（五）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2020 年 6 月 3 日，星展中国的股东星展银行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星展中国

股东会。会议的议程均获通过。 

 

  （六）高级管理人员成员构成及其基本情况 

 

    根据星展中国章程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行长/行政总裁、副行长及董事会

确定的其他管理人员等。星展中国行长/行政总裁为葛甘牛先生，副行长为徐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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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徐庆先生同时兼任首席风险控制官。星展中国行长、副行长、分行行长、分行

副行长及其他董事会决定的各业务、营运等方面的主管均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规定的相关任职资格等要求，熟悉银行业务及内部控制系统，具有丰富的

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 

 

 

 

 （七）银行部门及分支机构设置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 

 

  

   
 

  

 

 

 

 

 
 

  

   
 

 

                  
金融机构业务部

业务1&2 部 

业务3部

支行

操作风险部

 合规部 苏州分行

人力资源部 广州分行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股东）

监事
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会）

风险管理

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行长/行政总裁 

提名薪酬委员会

审计部企业及机构银行部
首席风险控制官&

副行长
科技及营运部&
首席信息官

上海分行
首席运营官&
战略企划部

支行

信贷风险部 北京分行

支行

市场和流动

风险部 
 财税管理部 深圳分行

支行

集团推广策略

及传讯部

法律及秘书部 天津分行

 

 财资市场部 南宁分行

环球交易服务部

西安分行

 

青岛分行

 
个人银行业务部 东莞分行

杭州分行

重庆分行

上海自贸

试验区支行  
 

 

（八）内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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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的内控框架涵盖了财务、营运、合规和信息科技管控，以及风险管理政策

和系统。星展中国董事会在各专门委员会的协助下，监督银行的内控和风险管理体

系。在风险承担方面星展中国采用三道防线且每道防线均有其清晰的职责。 

 

第一道防线 

 

业务部门和条线支持部门是我行的第一道防线。他们的职责包括识别和管理产

生于/与其职责范围有关的风险并确保我行的营运处于风险偏好和政策许可的范围

内。 

 

星展中国已建立了事件上报机制，规定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的上报流程。上报

机制可令我行的管理层级知晓发生的事件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对于任何报告针对

我行员工、客户、供应商或第三方人员的不当行为，我行制定了完善的上报、调查

及跟进流程。 

 

第二道防线 

 

风险管理部、法律部和合规部以及部分科技运营部和财务部的职能构成了我行

的第二道防线。负责制定和维护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并对业务部门和支持部门开

展的活动进行客观审查和质询。 

 

第三道防线 

 

内审部为我行的第三道防线，主要对我行的内控、风险管理、治理框架和流程

的体系的可靠性、充足性和有效性提供独立评估和保证。 

 

五．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概述 

 

       根据星展中国的风险管理框架，董事会通过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监督在全行

建立风险管理政策及程序，并制定风险偏好限额指导风险管理。 

 

         我行管理层向董事会负责，确保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及遵循风险偏好限额。我行

在管理层建立的委员会，包括资产负债委员会、监管统计委员会和风险执行委员会

及其下设信用风险委员会、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委员会、操作风险委员会以及产

品监督委员会, 获得授权负责对特定的风险范畴实施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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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星展中国最重大的可衡量风险，信用风险产生于我行各种业务类型

的日常经营活动，包括向个人、企业和机构客户的借贷；包括来自于借贷风险以及

外汇交易、衍生产品和债券的结算前和结算风险。 

 

信用风险管理 

 

           星展中国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框架包括以下方面： 

• 政策 

• 风险管理方法 

• 流程、系统和报告 

 

政策 

 

《集团信用风险管理政策》（中国附录）规定了信用风险的维度及其适用范

围。高级管理层为银行整体层面的信用风险管理设定了总体方向和策略。 

 

星展中国在考虑本地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本地化了集团个人及企业核心信

用风险政策。核心信用风险政策提供了我行进行信用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的原则。

该政策辅以其他一系列操作层面的标准和指引以确保在我行范围内执行一致的信用

风险识别、评估、承担、衡量、报告和控制。 

 

我行的操作性政策和标准的建立是为了在本地化的核心信用风险政策范围内执

行信贷准则提供更为详尽的细节，以及用于反映不同信贷环境和贷款组合情况。 

 

风险管理方法 

信用风险管理通过对我行企业客户的全面了解– 客户开展的业务、于何种经济

环境下运营来进行。同时通过统计模型和数据分析管理零售客户。 

 

信用风险等级的分配和信贷限额的设置是本行信用风险管理流程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同时采用一系列评级模型管理其企业和零售投资组合。 

 

对对公业务的借款人，我行使用判断性信用风险模型和统计性信用风险模型进

行单独评估，进而由经验丰富的信用风险经理考虑相关的信用风险因素进行进一步

审查和评估，确定最终借款人风险。零售风险敞口使用信用评分模型、信用记录以

及内部和外部可用的客户行为记录及银行的风险接受标准（RAC）进行评估。信贷

申请由业务部门提出，落入 RAC 以外的申请需进行独立评估及上报至更高级别审批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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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采用 11 级评级系统衡量每位企业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同时，我行根据银保

监会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制定了信贷资产五级分类系统，用以衡量及管理本行

信贷资产的质量。我行的评级系统和《贷款风险分类指引》要求将表内外信贷资产

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贷款被视为不良信贷资产。 

 

交易产品的结算前风险来自于交易对手的潜在违约行为，由其市价估值以及任

何适当的剩余期限内的潜在风险敞口进行衡量，同时纳入我行对交易对手的总体信

用额度以进行一致管理。 

 

我行积极监控和管理对场外交易(OTC)交易对手的风险敞口以便在交易对手违

约时保护我行的利益。可能会受到市场风险事件不利影响的交易对手风险敞口被识

别、审查以及采取一定的管理行动并上报至相关风险委员会。 

 

由衍生产品和债券产生的发行人风险通常用发行人违约限额(jump-to-default)计算

来衡量。 

 

集中度风险管理 
 

本行的风险管理流程与其风险偏好一致并确保在本行风险种类的分布保持在可

接受水平。本行已设置了针对行业和地域的集中度限额；建立了管理流程以定期监

控风险敞口在限额之内，同时确保当限额被突破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纠正。 

 

 

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 

 

负责任的信贷(responsible financing)涵盖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是对社会

发展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影响我行投资和信贷款决策的重要因素。我行认识到我行

的融资方式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并且客户未能适当地管理 ESG 问题会直接影响其

运营、长期经济生存能力以及其经营所在的社区和环境。我行本地化了集团《负责

任的信贷标准》(Responsible Financing Standard)，该标准记录了我行进行责任信贷的

总体方法以及在批准 ESG 风险较高的交易时需要进行的额外评估。该标准的要求是

最低标准，它还力求与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保持一致。如果发现了重大的 ESG 问

题，则在将信贷申请提交给信贷审批机构之前，必须先向相关行业专家和 IBG 可持

续发展办公室寻求进一步指导。 

 

此外，我行已建立了《星展中国绿色信贷指引》，主要根据监管机构的定义与

要求对“两高一剩”及环保黑名单等进行负面清单管理，以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

同时，我行积极鼓励对绿色行业的信贷投放并制订了相应的信贷投放目标以实现对

绿色行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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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风险 

国别风险是指由特定国家（或一系列国家）的事件造成损失的风险，包括政

治、汇率、主权经济和转移风险。 

     

我行通过相关内部政策和银保监会《国别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对国别风险进

行管理。本行管理转移风险的方法在《集团国别风险管理标准》及其中国附录中详

载，包括内部转移风险和主权风险的评级系统，该评级系统的评估是独立于业务决

策的评估。 

 

优先国家/地区的转移风险限额是基于特定国家/地区的战略业务考虑以及本行

风险偏好可接受的潜在损失而设置的。管理层会积极评估并确定这些国家/地区面临

的转移风险敞口的适当水平，同时考虑到风险和回报以及它们是否与本行的战略意

图相符。其他非优先国家/地区的风险限额是使用基于模型的方法来设置。 

 

所有的转移风险限额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 

 

信用压力测试 

 

我行参与不同种类的信用压力测试，这些压力测试是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内部管

理要求而进行。我行的压力测试是在总投资组合或子投资组合层面上进行的，通常

用于评估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对资产质量、收益表现、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的影

响。本行的压力测试计划是全面的，涵盖了所有主要职能和业务领域。 

 

流程、系统和报告 

 

我行持续投入系统建设以支持我行对企业及机构业务和个人业务的风险监控和

报告。 

 

对信贷流程全流程的审查和优化通过从前台至后台包括业务部门、营运部门、

风险管理部门和其他主要相关部门的各项措施实现。对信用风险敞口、信贷组合表

现和对信用风险组合有潜在影响的外部环境的日常监控是我行有效信用风险管理的

关键。 

 

另外，包含行业分析、早期预警信号和关键较弱信贷的信用风险报告将提供至

不同的信用风险相关委员会，并形成相关策略和行动计划供评估。 

 

信用监控职能亦确保承担的任何信用风险符合集团一致的信贷政策和标准。该

等职能部门确保对已批准额度的激活和具有对额度超限以及政策例外的适当审批，

信贷标准被适当执行以及设立的条款条件已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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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CRO 报告的独立风险管理职能共同负责制定和维护稳健的信用压力测试计

划。这些部门监督信贷压力测试的实施以及结果的分析，并向管理层、各种风险委

员会和监管机构报告。 

         

信用风险缓释 

 

获取的担保品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行获取担保品作为第二还款来源保障。担保品包括但不限

于现金、可变现债券、房地产、应收账款、存货及机器设备和其他实物及/或金融类

抵押物。我行亦或对借款人的担保资产收取固定或浮动的费用。 

 

我行设立了相关的政策以确定是否为信用风险缓释的合格担保品，包括特定种

类的担保品作为合格有效担保品需符合的最低要求。我行通常会要求担保品的多样

化并对担保品定期估值。房地产占据我行担保品的大部分而小部分则为债券和现

金。 

 

就衍生品、回购(repo) 和其它与金融市场交易对手的回购类型的交易，担保安排

通常由市场标准文件覆盖，例如 ISDA/NAFMII 以及主回购协议。获取的担保品按照

我行与交易对手协商的频率进行定期估值且须符合我行有关合格担保品的内部指

引。当交易对手违约时，如果交易对方所在司法管辖区认可净额结算，则信用风险

敞口按照净额结算方式计算。 

 

获取的担保通常由主要币种货币和高评级政府或准政府债券组成。逆回购交易

仅针对具有良好信贷条件的大型机构。我行对担保品适用扣减率以确保信用风险被

充分缓释。 

 

当客户有还款困难时，我行将检视客户所处的具体情况和环境以协助客户重建

其财务能力。但当该种需求出现时，我行亦有相应的处置和回收程序以处置我行持

有的担保物。我行亦有选定的代理人及律师协助我行快速处置固定资产以及特殊机

器设备。 

 
 

其他风险缓释因素 
 

        我行接受保证作为信用风险缓释，并设置了用以衡量保证是否可作为有效的信

用风险缓释的内部要求。 

 

(二)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为利率、汇率、股价、信用基差、商品价格以及与这些因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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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风险因子变化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我行的市场风险敞口分为： 

 

    交易账簿：源于(1)做市交易；(2)为客户设计产品；(3)捕捉市场机会。 

 

    银行账簿：源于(1)管理零售银行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利率风险所产生的头寸；

(2)为获取收益和/或长期资本收益而持有的债券投资；(3)银行结构性外汇风险，主

要源于未转换成人民币的美元资本金。 

 

市场风险管理 

 

星展中国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我行的市场风险偏好和市场风险政策。星

展中国市场和流动性风险委员会作为高级管理层评审平台，审查和指导市场风险承

担水平的各个方面，包括限额管理、推行的政策、程序、方法和系统，并向星展中

国风险执行委员会汇报。 

 

星展中国的市场风险管理框架包括以下方面： 

• 政策 

• 风险计量方法 

• 流程、系统和报告 

 

市场风险管理政策 

 

《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制定了市场风险管理的整体方法。《市场风险管理标

准》和《市场风险管理指南》作为对该政策的补充，有助于在全行内实施统一的市

场风险识别、计量、控制、监控和报告流程。另外，我行还通过这些管理政策，确

定了市场风险压力测试的总体方法，标准和控制手段。《交易账簿政策综述》则明

确了交易账簿敞口的范畴和标准。 

 

市场风险计量方法 

 

风险价值(VaR)计量方法是用来预估因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潜在损失。这一计量方

法是基于过去 12 个月的历史数据模拟并假设市场价格的历史变化能反映近期的盈亏

分布。我行通过计算 1 天持有期和近似于 97.5％置信区间之外的尾部风险价值来限

制和监控市场风险敞口。同时，亦采用敏感度限额和管理层止损触发额作为风险控

制手段，以辅助尾部风险价值。 

 

我行采用事后检验来验证风险价值模型的模拟预测准确度。事后检验将日终交

易账簿市场风险敞口的风险价值与下一个营业日由于该敞口所产生的损益进行对

比。用于事后检验的损益剔除了费用、佣金、日间交易产生的盈亏、非单日估值调

整和时间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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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事后检验，我行采用一天持有期和 99%置信水平的风险价值。目前，我行

采用标准法计算交易账簿所产生的市场风险监管资本，因此风险价值模型的事后检

验结果对市场风险监管资本没有影响。 

 

然而，风险价值模型也有其局限性，如市场风险因子的历史变动不能准确预估

未来的市场变化以及可能低估不利事件导致的市场风险。 

 

为了监控非预期但有可能发生的极端市场风险事件，我行定期对交易账簿和银

行账簿进行各类市场风险压力测试，包括真实历史压力情景和市场风险因子价格的

假设变动。 

 

尾部风险价值和净利息收入变动则是管理银行资产负债市场风险的主要方法。

但是，因贷款和各类应收账款项所产生的信用风险已被纳入信用风险管理框架，所

以不在尾部风险价值考量的范畴。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由于资产、负债和资本工具

利率敞口状况不匹配而引起的。行为假设在管理无明确到期日存款的利率风险时才

适用。我行每周对银行账簿的利率风险进行监控。 

 

市场风险管理流程、系统和报告 

 

星展中国制定了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构建了完备的信息系统对市场风险进行

管理，定期对各项流程进行重审，并由高级管理层评估其有效性。 

 

独立于前台的风险管理部专职市场及流动性风险小组负责日常市场风险管理、

监控和分析，并向首席风险官汇报。 

 

2020年市场风险状况 
 
交易账簿 
 

下表是我行交易账簿市场风险的年底、平均、最高和最低的尾部风险价值数值

（基于 97.5%的置信水平）： 

 

下表数值由新加坡元计算并按照 2020 年末银行总帐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以便

报表使用者阅读。 
 

 2020年 2020年度 

人民币百万 12月 31日 平均 最高 最低 

合计 10.21 10.69 20.22 6.52 
 2019年 2019年度 
 12月 31日 平均 最高 最低 

合计 11.93 14.57 28.41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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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交易账簿主要市场风险来源于人民币利率、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信用基

差和美元对人民币外汇期权敞口。 

 

对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交易账簿人民币利率风险敞口，倘若人民币利率

和利率期权波动率分别上升 100 个基点和 3%（波动率价格的绝对变动），交易账

簿损益的变动预估是减少人民币 0.7 亿元。 

 

对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交易账簿外汇风险敞口，倘若美元即期汇率上涨

3%（即期价格的相对变动），美元期权波动率上升 3%（波动率价格的绝对变

动），交易账簿损益的变动预估是增加人民币 0.8 亿元。 

 
银行账簿 
 

2020 年，银行账簿的市场风险主要来源于人民币和美元的利率风险敞口以及结

构性外汇风险，即未转换成人民币的美元资本金。 

 

在不同的利率情景下，我行对银行账簿净利息收入进行评估，以确定利率变动

对银行未来收益的影响。对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敞口，倘

若收益曲线平行向上或向下移动 100 个基点，净利息收入的变动预估分别为增加人

民币 2.53 亿元或减少人民币 2.54 亿元。 

 

对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银行账簿外汇风险敞口，倘若美元即期汇率上涨

3%（即期价格的相对变动），银行账簿损益的变动预估是增加人民币 0.39 亿元。 

 

 

(三)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来自存款到期取款，资金拆借到期还款和对客户贷款承诺的履约行

为。我行力求在正常和不利情况下均可确保流动性履约需求。 

 

流动性风险管理  

 

      依据星展中国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市场和流动

性风险委员会负责流动性风险管理，向星展中国风险执行委员会汇报。 

 

        我行资产负债委员会定期审阅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存贷款增长情况、批发性借

款余额、业务活动变化、市场同业竞争、经济预期、市场变动情况和其他一些会影

响流动性的因素，以及时调整银行资金策略。 

 

星展中国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包括以下方面： 

•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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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计量方法 

• 流程、系统和报告 

 

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 

 

《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制定了流动性风险综合管理方法和全方位的战略战

术，包括维持充足的流动性风险抵补能力以应对潜在现金流短缺和保持流动性来源

的多样化。流动性风险抵补能力包括高质量流动资产、货币市场的拆借能力（包括

大额可转换存单和金融债的发行额度）以及一系列能提高流动性的管理层行为等。

为了应对潜在或实际的危机事件，我行还拥有流动性应急计划和业务恢复计划，确

保银行维持充足的流动性。《流动性风险管理标准》作为辅助政策，建立了流动性

风险的识别、计量、报告和监控流程。整套管理政策为流动性风险管理建立了准

则，确保全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一致性。 

 

流动性风险计量方法 

 

管理流动性的主要方法是在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预先设定的流动性风险容忍

度范围内，定期对正常市场情景和压力情景下的现金流到期错配进行分析，评估流

动性风险敞口抵补能力的充沛程度，以应对未来现金流缺口。为确保流动性管理符

合银行风险偏好，我行预先设定了现金流到期错配分析的核心参数，如情景类别、

生存周期和高质量流动资产的最低持有量。如果出现流动性风险敞口超出风险抵补

能力的情况，我行将采取补救措施并报告相关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评估。 

 

我行亦通过现金流到期错配分析进行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情景包括一般市场

和特殊压力情景。压力测试用以评估在负债流出、资产展期增加及流动性资产减少

的情况下，银行流动性状况的脆弱程度。另外，在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中，我行

还针对流动性风险进行了额外的压力测试。 

 

流动性风险控制措施，如各类相关流动性比率和资产负债分析，是现金流到期

错配分析的辅助工具。我行定期对流动性风险控制措施进行监控管理，以便深入了

解流动性状况，更好地管理流动性。我行的流动性控制措施主要包括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和各类集中度指标，如存款集中度、批发性融资比

率和资金互换内部阈值等。 

 

流动性风险管理流程、系统和报告 

 

星展中国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完备的信息系统能对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识

别、计量、汇总和控制。 

 

风险管理部专职市场及流动性风险小组负责日常流动性风险监测、控制、报告

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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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流动性风险状况 

 

我行通过现金流到期错配分析报告积极管理监控全行的流动性风险状况。对于

无到期日或合同到期日无法真实反映预期现金流的产品，我行采用客户行为假设分

析预测未来现金流状况。 

 

2020年，现金流到期错配报告显示在正常市场和压力情景下，我行合并货币的

的净现金流均保持为正值。 

 

2020年12月31日，我行流动性覆盖率为129.6%，其中分子即合格优质流动性资

产为人民币282亿元，分母即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为人民币218亿元。 

 

2020年，我行季末净稳定资金比例列示如下： 
 

截至 2020年 9月末 2020年 12月末 

净稳定资金比例 122.9% 135.1% 

其中：   

分子：可用的稳定资金 649亿元 659亿元 

分母：所需的稳定资金 528亿元 488亿元 

 

 

(四)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在银行业务活动中因内部流程不足或不完善、人为错误、系统故

障、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的风险。 

 

星展中国的目标是，在考虑银行运营所处的市场环境、业务特性以及经济和监

管环境基础上，将操作风险控制在适当水平。 

 

 

操作风险管理 

 

星展中国操作风险管理方法包括以下部分： 

 

 

政策 

星展中国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制定了全面的方法，结构化、系统化和一致性地管

理操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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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建立了各项政策、标准、工具和方案以管理整个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实

践。包括各监督和控制职能部门制定的各项公司操作风险政策和标准。这些政策涵

盖的风险涉及科技、合规、欺诈、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制裁、新产品、外包和合

作伙伴。 

 

风险管理方法 

 

我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算操作风险监管资本。 

 

为管理和控制操作风险，我行使用各种工具，包括风险及控制自我评估、操作

风险事件管理及关键风险指标监控。 

 

我行三道防线采用统一风险分类和风险评估方法管理操作风险。风险及控制自

我评估运用于各业务、支持部门，以识别主要操作风险，并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当识别内部控制问题后，各部门制定整改计划并跟进问题的解决。 

 

操作风险事件类别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划分。这些事件，包括任何可能影响

我行声誉的重大事件，必须根据既定标准予以上报。银行采用设有预警界值的关键

风险指标进行前瞻性的风险监控。 

 

我行还建立了各项专题风险的管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科技风险 
      

    信息科技风险通过全面科技风险方法进行管理。包括风险识别、评估、缓释、

监控和报告，并辅以风险治理，一套信息科技政策和标准，控制流程和风险缓释方

案来进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 

 

    网络安全风险是我行持续重点关注的一类风险。星展中国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

以保护和提高其计算机系统、软件、网络和其他技术资产的安全性。网络安全风险

管理也采用类似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方法进行管理，涉及所有业务条线管理也采用

类似风险管理方法进行管理。 
 

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因没有遵循法律、监管要求、行业规则和准则或金融业

业务标准而无法成功开展业务的风险。 

 

   这尤其包括适用于银行或其他金融业务的许可和开展的法律和法规，以及金融犯

罪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例如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欺诈和贿赂/腐败。我行建立

了一系列政策及相关制度和管控措施以识别、评估、衡量、缓释及报告此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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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范金融犯罪和制裁风险，我行制定了最低标准，以管理业务和支持部门实际

及/或潜在的风险。此外，还制定了欺诈风险管理标准和程序，旨在提供各部门及区

域性关于欺诈以及相关问题的管理方法。 

 
   我行还提供相关培训并保证流程合规。我们坚信有必要推动强有力的合规文化，

同时合规文化的建设是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领导下开展。 

 
新产品、外包和合作伙伴风险 
     

各项新产品、服务、外包安排或合作伙伴必须通过风险审核及审批程序。现有

产品或服务的变更、外包业务变更以及合作伙伴变更都需要通过类似的审查程序。 

 
其他缓释方案 
     
    我行已制定完善的业务连续性管理方案，以确保非预期事件或业务中断情况发

生时基本银行服务仍能继续。包括制定危机管理计划快速应对和管理事件。 

 

    我行每年进行演练，模拟不同的情景以测试业务连续性计划和危机管理计划。

这些演练的有效性，以及星展中国业务连续性的准备情况和合规情况每年由高级管

理层向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并经审阅。 

 

根据集团保险计划，我行向第三方保险公司购买全行范围保险，以缓解特定非

预期和重大事件的风险损失。 

 

风险流程、系统和报告 

 

    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系统是识别、评估、监控、管理和报告操作风险不可缺

少的部分。 

 

   各部门负责根据操作风险管理框架和政策对涉及产品、流程、系统和业务活动的

日常操作风险进行管理。风险管理部操作风险管理团队和其他监督和控制职能部

门： 

•  对操作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和监控： 

•  评估各部门主要操作风险问题，并 

•  向有关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报告及/或上报主要操作风险，提供适

当的风险缓释策略建议。 

 

我行操作风险委员会向风险执行委员会报告，并对全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

程序、方法和系统提供全面广泛的监督与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风险管理部操作风



   

 21 

险管理团队及主要业务和支持部门的代表。该委员会定期审阅全行操作风险状况，

审阅和批准操作风险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修改。 

 

我行使用综合的风险治理、风险管理和合规系统，并采用三道防线统一的风险

评估方法，统一分类标准和流程。2020年，我行运用操作风险状况综合报告，定期

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报告跨关键操作风险领域和业务条线的操作风险综合情

况。 

 

（五）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于利益相关者对星展银行的任何负面看法而严重影响我行股东

价值（包括盈利和资本）的风险。这影响到我行建立新的客户关系或服务，服务现

有客户关系，并继续获得资金来源的能力。声誉风险通常发生在其他风险管理不善

之时。 

 

星展中国将声誉风险视为任何未能管理我们日常活动/决策中的风险以及运营环

境变化而造成的结果。这些风险包括： 

• 财务风险（信贷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 

• 固有风险（操作风险和业务/战略风险） 

 

声誉风险管理 

 

星展中国声誉风险管理方法包括以下部分： 

 

政策 

 

星展中国采用四步方法进行声誉风险管理，即预防、识别、上报和响应声誉风

险事件。 

 

声誉风险是由于管理其他各类风险类型失误而造成，在各类风险类型政策中都

有关于这些风险的定义和原则的阐述。声誉风险的管理通过建立健全的企业价值来

加强，企业价值反映了星展中国贯行的道德行为和做法。 

 

星展中国制定了相关政策，以保护本银行品牌的一致性，并保护银行的企业形

象和声誉。 

 

风险管理方法 

 

根据各种风险政策，我们建立了一系列持续风险监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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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制包括风险限额，关键风险指标和其他运营指标等形式，还包括定期风

险和控制自我评估流程。除了内部监测，外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警示也是识别潜在

声誉风险事件的重要来源。此外，我行还建立了媒体沟通、社交媒体和企业社会责

任相关的政策，以保护星展中国的声誉。另外还有上报和响应机制以管理声誉风

险。 

 

各类风险政策涉及个别风险类型，而声誉风险政策尤其侧重于我们的利益相关

者对星展中国如何管理其声誉风险之看法。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政府机构和监管

机构、投资者、评级机构、商业联盟、供应商、工会、媒体、公众、董事会和高级

管理层，以及星展银行的员工。 

 

我们认识到，通过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共享价值对我们的品牌和声誉至

关重要。 

 

风险流程、系统和报告 

 

    各部门负责声誉风险的日常管理，并确保建立流程和程序以识别、评估和应对

这种风险。我行建立了社交媒体监测流程以收集针对星展银行的负面评论。影响星

展银行声誉风险的事件也包括在我们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层面委员会的风险报告

中。 

六．薪酬管理 
 

基本宗旨 

 

    星展中国的薪酬制度旨在建立一个薪酬框架，用于吸引和保留人才、激励员

工，并结合星展集团（简称“集团”）制定的风险管控制度搭建长期有效的绩效奖

励机制，倡导与绩效挂钩的奖惩文化。星展银行的整体薪酬一直秉持遵循金融稳定

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及当地相关监管机构制定的准则和指引的基

本宗旨，并充分体现集团核心价值观和相关员工行为管理。 

 

    基本薪酬原则如下： 
 

主要原则 内容 

薪酬应切实挂钩绩效 ▪ 贯彻实施以绩效为主的薪酬文化 

▪ 确保整体薪酬方案与公司长短期业务目标紧密联系 

▪ 通过固定薪酬和可变薪酬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可持续的业

务发展目标并体现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23 

薪酬应具有市场竞争

力 

▪ 注重与本地市场上相类似的其它金融机构在整体薪酬上

的竞争力 

▪ 同时强调对优秀员工的薪酬差异化，使得其在本地市场

上保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薪酬应紧密结合风险

管控 

▪ 强调星展审慎风险和资本管理原则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

目标 

▪ 依据公司长期业务目标综合考量薪酬激励的支付、递延

和扣回等安排 

▪ 销售业绩奖金设计着重鼓励正确的销售行为 

 

 

薪酬管理 

    星展中国董事会下设立董事会薪酬委员会（下称“薪酬委员会”）负责审议薪

酬政策等事项。星展中国薪酬委员会由三位董事组成，主席由独立董事担任。2020

年，召开了 2次薪酬委员会会议。薪酬委员会成员里除独立董事外，其他委员不从

我行领取薪酬。 

    2020年，星展中国董事（独立董事及非执行董事）薪酬总额为 171.9万元，我

行监事未在我行领取监事费或其他薪酬福利。 

    薪酬委员会具体负责依据星展集团薪酬政策和框架，就与星展中国员工相关的

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进行审核，并负责审议全行绩效考核的总体结果及相应绩效薪

酬预算等事项；重点审议风控指标、银行从业人员行为管理以及尚未确定的预期收

入所进行的年度绩效薪酬调整；以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方案等。 

 

整体薪酬组成 

   整体薪酬的组成要素、目标和具体实施内容见下表： 

薪酬要素 目标 具体实施内容 

基本工资 ▪ 确保在同类型的金融机构

中保有一定的竞争力  

 

▪ 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员工本

身的职业技能和经验，集合

岗位职责和员工表现制定合

理的基本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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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工资一般一年调整一次 

现金激励及递延薪酬 ▪ 整体薪酬的必要组成且与

业绩紧密挂钩 

▪ 倡导员工对于股东和各利

益相关方长期利益和价值

的创造 

▪ 与各个风险时点管控保持

一致 

▪ 在分配过程中不仅关注个人

业务表现，也结合整体业务

部门，地区，国家乃至整个

集团的整体业绩 

▪ 绩效评估紧密结合年度绩效

评分卡 

▪ 激励水平超过一定额度后，

超出部分将按照20% - 60%

的水平进行递延 

▪ 在星展中国，根据本地监管

要求认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

工，其可变薪酬将递延至少

40%。 薪酬委员会将对递延

门槛以及递延比例进行定期

审议和核准。 

 

绩效薪酬核定 

    基于星展中国“重绩效、强风控”的薪酬框架，绩效薪酬额度核定综合考量了

各个部门的实际需要，又体现了星展的整体业绩评估结果。 

 

 

核定流程 核定要求 

绩效薪酬总额 ▪ 星展中国年度绩效薪酬总额充分结合了同期市场情况以

及下列因素的影响： 

–  主要年度风险指标的完成情况 

–  员工和股东之间利益分配 

 

部门绩效薪酬的分配 ▪ 星展中国行长基于对各个部门业绩评估结果分配各个部

门的绩效 

▪ 同时，充分结合审计、合规和风控部门提供的相关风险

的有效反馈综合进行调配 

员工绩效薪酬的分配 ▪ 部门经理将由根据部门内各个团队和个人的业绩评估结

果进行进一步的分配 

▪ 每个员工的绩效薪酬是基于其个人对于年度个人绩效评

估以及对公司核心价值观的贯彻执行情况综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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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展中国内审部门、合规部门和风控部门员工的绩效薪酬将按其各自年度指标

完成情况独立考核，不受其管控的相关业务部门业绩表现的影响，以避免任何利益

冲突。 

    销售人员激励方案强调与客户发展互惠共赢的长期关系而非关注短期收入。其

业绩目标中也包含了非财务指标，例如客户评价，风险管控等。 

 

递延薪酬 （股权激励） 

递延方案目标 具体内容 

▪ 创建一种员工股东利

益一体化的文化 

▪ 使得员工可以共享星

展集团的进步和成绩 

▪ 保留人才 

▪ 员工股权激励由两部分组成，即，基本激励和留用奖

励 

▪ 留用奖励的设置是为了进一步留住优秀员工，一般为

为全部基本奖励股份数量的20％ 

▪ 递延薪酬将通过四年归属期发放，员工离职时未归属

部分即刻失效，除非发生员工死亡等特殊情况 

▪ 在公司担任助理经理至副总裁职级的员工也可通过股

权激励计划获得股份，其主要目的是留才。 

归属时间表 追索及扣回 

基本激励 

▪ 其中 33％将在授予日

的两年后兑现 

▪ 另外 33％将在授予日

的三年后兑现 

▪ 剩余的 34％将在授予

后的第四年兑现 

留用奖励 

▪ 都将在授予后的第四

年 100% 兑现 

如有以下情况，所有未归属的股权激励，包括留用奖

励，均可被追索、扣回： 

• 严重违反公司风控制度 

• 集团财务报表或其他主要业绩指标的重大调整 

• 由于个人过失、疏忽、有意或无意涉险或其他个人不

当行为对集团造成重大损失的 

• 违纪违规或欺诈 

 

该机制的时效为递延股权授予日后的7年。 

 

销售奖金超过一定金额后也会按比例递延发放，通过三年归属期发放，留用奖

励为全部奖励的15%。  

 

星展银行也将根据本地市场发展和人才竞争状况，给予部分员工留才股票。该

留才股票同样适用上述兑现时间表和机制。 

 

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 

   星展银行总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包含行长、副行长、首席风险控制官、首席运营

官、首席财务官、首席信息官、合规主管、内审主管、公司银行部主管、个人银行

部主管、财资部主管、全球业务服务部主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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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员工的薪酬 

 

  星展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员工在2020年度的薪酬情况

如下： 

 

• 202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为 19 人（包括离

任、调任、转调人员） 。  

• 202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获得的工资津贴

总额为 5240 万元人民币，没有需要支付离职金的情形出现。  

• 2020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获得的可变薪酬

总额为 3090 万人民币，其中未受限绩效薪酬总额为 1742 万人民币（于 2021 

年 2 月支付），以递延方式授予且尚未发放的绩效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1348 万

元（包括 861 万人民币递延股票和 487 万人民币递延现金）。  

• 2020 年度未发生绩效薪酬的止付，延期追索和因故扣回。  

 

经济、风险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完成考核情况 

 

我行总体达成我行经济指标，具体财务数据可参见星展中国 2020 年财务报表及

审计报告。 

 

我行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以及市场的变化不断加强风险管理机制，确保已建立好

的风险治理及管理架构有效地运行。2020 年度，我行已完成风险指标。    

     

2020 年度，我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完成可持续发展指标，具体参见我行企业

社会责任章节。 
 

        

七、资本管理 
 

    本行的资本管理目标是确保本行在符合银保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保持适应业务状况、发展战略和风险偏好的稳健资

本水平，同时优化股东回报，满足各利益相关者（包括但不限于客户、投资者和评

级机构）的预期。董事会依此设定了内部最低资本水平，根据本行的战略计划和风

险偏好，确保为业务增长以及在不利情况下提供足够的资本资源。 

 

    本行年度资本规划及资本管理政策由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审核，董事会批准。

本行根据资本规划结果，调整和优化资本结构，合理寻求内源与外源资本补充，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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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行资本水平能够满足持续经营的需求。财务部定期监控资本充足率水平并向董

事会报告，使之满足外部监管及内部管理要求。 

 

    本行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计算资本充

足率，并每季度向银保监会提交相关的监管报表。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满足相关

资本充足率要求，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银保监会要求其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7.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5%，资本充足率不

得低于 10.5%。 

 

    本行的资本主要以下列形式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其他综

合收益、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和未分配利润。 

 

    本行采用权重法计算表内外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即根据债权对象进行分类，并

列出可进行风险缓释的各项因素，通过计算获得加权后表内外的信用风险资产总

额。衍生工具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加权资产与信

用估值调整风险加权资产之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根据标准法计量。操作风险加权

资产根据基本指标法计量。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行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核心一级资本：    

实收资本  800,000   800,000  

资本公积  3,346   3,005  

其他综合收益  124   5,166  

盈余公积  42,321   40,570  

一般风险准备  145,040   129,760  

未分配利润  206,808   206,332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197,640 1,184,834 

   

其他一级资本：  -  - 

一级资本净额 1,197,640 1,184,834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 200,00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40,296 82,921 

二级资本净额 40,296 282,921 

   

总资本净额 1,237,936 1,46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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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加权资产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8,118,021 8,282,554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672,853 779,093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513,488 479,300 

总风险加权资产 9,304,362 9,540,947 

 
  

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9% 12.4%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9% 12.4% 

资本充足率 13.3% 15.4% 

 

 

杠杆率 

 

本行于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5年第 1号)计算的杠杆率为 7.7%，满足 4%的法规要求。 

八、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作为一家本地注册的外资法人银行，星展中国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最优质的金融

服务，并与客户、股东、员工共同发展，与时俱进。我们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利益相

关者创造长期价值，肩负社会 责任的同时创造利润，平衡发展需求和创造积极的社

会和环境影响。  

星展中国一直传承并坚守开创精神，通过“授人以渔”的方法支持 发展中的社

会企业，通过商业性的可持续解决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并提升中国公益事业的力量。

自 2012 年以来，星展中国推出 “社会企业公益计划”在中国已经资助了三十多家

社会企业的发展项目，以往项目既有旨在帮助弱势群体提升生活、就业能力的；也 

有试图解决城镇化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帮助农村人口、流动人口更好融入城镇

生活，或关注环境问题，致力于减轻城市乡村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目前这些项目

受惠人群已经过万。 同时，历年来星展中国与国内顶尖高校，如复旦、北大、交大 

等，联合举办“社会企业论坛”, 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社会创新。 与新华社联名举

办“拥抱双创”社会论坛，呼吁大众了解和支持社 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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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方面，我们着眼于通过支持社会企业这一独特

的视角, 通过鼓励社会创新项目的发展来推动社会创新。 我们从三个层面来具体推

动对社会企业的支持：  

1. 倡导：就是通过各种形式来提高社会各界对具有社会使命的社 会企业/公益

机构的认可度,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支持他们参与 他们；  

2. 培养：就是通过资金、机构、渠道、业务、能力建设等来支持 的社会企

业； 

3. 融合：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员 工活动和企

业运营中去，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社会公益。  

同时，星展中国对国家“六保六稳”政策积极响应，体现金融机构的责任与担

当。 

2020 年 5 月，星展中国捐款 500 万人民币，携手恩派公益基金会、绿洲食物银

行等机构，推出“展爱同行防疫计划”，捐赠“最美食物包”和“最美防疫包”给

到社区孤寡老人、经济困难家庭、因疫情导致的失业人员。在上海推出无人值守

“展爱同行共享冰箱”，遍布 50 多个社区、民工子弟学校和职工驿站。截至 2020

年底已捐赠 100 多万份膳食，“展爱同行防疫计划”动员近千名星展中国员工，与

社区志愿者共同完成“最美食物包”和“最美复工包”的分包及配送任务。 

2020 年 2 月，星展中国携手中国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论坛，发起“共战疫情，

社会企业生存状况调研”，针对 2000 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微型社企和公益组织，

深入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处境。并于 5 月推出“2020 年社会企业线上训练营”，成功

举办 10 期线上课程，通过技能培训赋能困境中的社会企业转危为机，超过 12 万从

业者通过线上学习。 

在“鼓励善因购买”方面，星展中国联合益社公益，推出首家社会企业产品线

上商城——好物益佰美好商店，推出“爱心助农”系列，通过直播帮助农民售出滞

销农产品；携手“饿了么”推出“半份计划”，倡导大众食尽其用，每售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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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份餐”，星展中国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爱加餐”捐款，为贫困地区的孩子送

去营养加餐；联合“光盘打卡”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减少食物浪费的行动，同时星展

中国向“免费午餐”捐赠，将爱传递给更多孩子。 

2020 年我们有近 900 名员工为社会提供了近 5200 小时的志愿服务。星展中国

通过在多个员工、客户活动中，积极采购社会企业的产品及服务，将扶持社会企业

的理念不断融入公司文化中，鼓励星展员工做忠实的倡导者。 

星展中国上海分行、苏州分行、北京分行、天津分行、深圳分行、广州分行和

东莞分行覆盖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中西部、京津，深耕中国市场十多年，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致力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我行牢固树立以客户

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中小企业的特点，为中小企业提

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开户、结算、理财、咨询等基础

性、综合性金融服务；同时提供灵活多样的贷款融资工具，大力推动供应链融资和

商业圈融资，助力中小企业成长。截止 2020 年 12 月，我行对境内所有小型和微

型企业的贷款总计为人民币 111.87亿元。贷款平均利率水平符合市场和政策要求。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广大中小企业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深远的

影响，此次疫情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类企业（餐

饮，商场等），还有进出口企业（航班停飞/产地检疫）影响都比较大。星展中国快

速反应，针对中小微型企业在普惠金融和科技金融赋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行第一时间就推出了“中小微企业三个月纾困

计划”，分别从降利息、免汇费、助力客户流动资金管理三个方面出发，切实减少

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和负担，力挺中小微企业度过难关。 

1）在降利息方面，我行减让了中小企业银行部所有小微企业客户的人民币贷款

应付利息，按照不超过人民银行公布的 2020 年 1 月 20 日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收。累计为相关企业减让超过两百万元的贷款应付利息。 

2）在免汇费方面，我们免除了中小企业银行部所有新老客户跨境汇款的手续费

及电报费。累计为相关企业免除了超过两百八十万元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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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还在助力流动资金管理方面，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其资金或流动性出

现暂时性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客户，比如对现有贷款提出续展申请的，星展中国会对

评估后符合条件的客户积极支持，不计罚息及复利，不影响客户征信记录。 

全球疫情肆虐，加速了企业对数字化金融解决方案的需要求。星展运用视频见

证等高科技手段，并在符合人民银行各项规定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提高银行

各项业务办理的效率，尽量做到避免人与人的接触。通过单据电子化，电子银行的

推广，根据客户需求对融资展期，支持客户资金链的稳定。银行数字化转型核心，

还是要回归到为中小企业解决困境中。星展在构建供应链金融数字生态圈过程中，

借助高科技手段不断创新，这些创新简化了传统流程、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客户

体验。我行在 2020 年继续积极发展电子渠道，包括网银升级、在线账户开立、网上

外汇结算在内的电子工具开始面向客户进行推广；同时面对小微企业进行无纸化业

务推广，避免客户频繁往返于银行与客户驻地，从而提高服务质量。 

2020 年的疫情也使区块链技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奠定了这一模式作为

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的重要地位。对于银行的企业客户而言，现金流和营运资金一

直是经营痛点和战略命脉，而区块链技术场景的运用，不仅能够实现数字化交易闭

环，提升透明度，还能为银行赋能，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为中小

企业提供更高效、低成本的金融支持。进一步推进银企之间数字化生态圈的可持续

性发展。 

2020 年初，星展中国携手海尔集团旗下 A 股上市公司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可持续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战略合作协议。截止 2020 年 12 月底，已经有 70 多家经

销商通过平台与海尔智家完成供应链对接。双方将共同搭建产业生态圈，以推动上

下游企业的发展。未来，星展中国将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星展 e

链通’等平台为相关企业提供更多层级的金融支持，切实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助

力实体经济发展。此外，2020 年 7 月星展中国成为用友集团金融云项目落地首家外

资银行。与用友集团旗下的用友企业金融云签署的全方位 API 技术总对总合作项目

成功上线 。凭借用友集团在中国软件业深耕多年的本土服务经验以及星展中国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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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运用数字化科技创新业务场景的信心，达成了此次强强联合。双方利用信息科技

共同捕捉到了市场的先机，从而能够更高效、便捷地为企业客户提供信息技术的连

接服务。从去年的‘星展 e 汇通’到今年启用用友的金融云技术，在跨境收付方

面，我们一直都走在市场的最前沿。  

今年是中新建交三十年，星展银行来自新加坡，扎根中国也迈向三十年。一路

走来，星展银行牢牢把握中国金融开放为银行业带来的机遇。展望未来，我们将继

续深耕中国市场，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银行业务，支持中小企业，支持中国实体

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九．消费者权益保护 

个人银行业务 

我行 2020 年度继续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坚实领导下积极开展消费者权益保

护相关工作，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经营发展，积极培育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企业文

化。个人银行业务部作为分管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一级部门，在持续严格执行相

关规定的基础上，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体系进行了强化，对产品与服务管理、金

融知识宣传与教育、投诉应对、重点问题等方面继续保持高度重视。我行本年度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总体情况基本良好，未发生消费者权益相关的负面舆情或重

大突发事件、未收到消费者针对我行提出的诉讼或仲裁案件，也未发生严重侵害消

费者各项合法权益的不良情况。 

我行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始终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

的原则，我行以消费者八大权益为蓝本，建立健全涉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

全流程管控机制，确保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营销推介及售后管理等各个

业务环节有效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我行注重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教育，我行要求各营业网点主动、规范、持续、系

统地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工作。我行将专项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合，利用已有沟

通渠道，在我行与客户的沟通当中加入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内容，确保客户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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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权益及所购买产品的特性，了解金融产品特性及潜在风险﹑理性投资，

合理获益。我行也利用外资银行优势，向员工及客户介绍我行在新加坡及其他地区

的金融案例，引进相关金融教育材料，及时向客户传递最新市场动态。 

在客户投诉处理方面，我行已设立了畅通的客户投诉的接受渠道，在各营业网

点及官网上向客户公示专门的客户服务热线、电邮及信函邮寄地址。为落实监管机

构关于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切实做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的要

求，完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我行设立专门机构负责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工作，明

确客户投诉处理工作的分管责任人和职能部门联络人。2020 年，我行个人银行业务

部全国共受理客户投诉 168 起，客户投诉比率为 0.25%，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我

行接受的客户投诉地区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杭州；客户投诉业务类

别主要涉及支付结算、个人住房贷款、自营理财、银行代理业务、外汇交易等；引

起客户投诉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行员工服务态度及服务质量、银行管理制度、业务

规则与流程、信息披露、营销方式和手段等。我行客户体验管理及消保部负责对投

诉处理相关工作进行整理、分析、总结，向管理层提交报告与建议，管理层认真听

取并提出指导意见，对于极少数调查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我行已基于相关情况对涉

事员工进行了严肃问责。 

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 

我行对公业务持续完善投诉管理系统，提升服务响应率，确保客户的投诉得到

及时、公平、有效的处理。作为对公业务服务的统一窗口，我行设立了“星展企业

一线通”的服务平台, 通过热线电话和邮件，解答客户日常业务咨询、收集客户意见

反馈及处理客户投诉。我行结合日常宣传以及集中宣传的形式，宣传金融权益保护

知识，并在各营业网点和官方网站公布星展企业一线通”投诉处理流程及渠道。另

外，为落实银保监会关于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切实做好金融消费

者保护工作的要求，企业及机构银行部制订了全面详细的投诉处理流程，定期对投

诉处理流程进行更新。在流程中严格规定投诉类别及相应的处理时限、上报机制以

及重大投诉事件的应急处理，确保及时妥善地解决客户投诉事项。2020 年度，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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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到 10 余起企业客户的投诉，主要与账户服务及汇款服务等有关，均得到及时妥

善处理，无未解决投诉。 

 

十、重大事项 

 

(一)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20 年度我行不存在对我行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诉讼或仲

裁事项。 

 

(二) 重大资产收购、出售及吸收合并事项  

 

2020 年度我行不存在重大资产收购、出售及吸收合并事项。 

 

(三) 资产证券化披露事项 

 

请参见我行 2020 年度资本管理信息披露报告。 

 

(四) 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2020 年度内，批准两笔重大关联交易，一笔为集团间技术项目

外包，另一笔为与关联方中邮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之间的信贷业务。所有关联交易都

以市场条件达成，并履行向监管机构和董事会以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报

告程序。 

 

(五) 重大托管、承包事项  

     

在 2020 年度，我行未发生重大托管、承包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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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大担保事项  

 

担保业务属于我行日常经营活动中常规的表外业务之一。2020 年度，我行除经

营范围内的担保业务外，没有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担保事项。 

 

(七) 我行及我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受处罚情况  

 

2020 年度，我行及我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受主管机关重大处罚的情

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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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星展中国业务网络一览及联系方式（截至本年报发稿

日）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 1301、1701、1801 单元 

邮编: 200120 

电话: +86-21-3896 8888 

传真: +86-21-3896 8799 

 

上海分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1302、1303、1304、1305、1307、1308 单元、15

层、16 层、1702、1802 单元 

邮编: 200120  

电话: +86-21-3896 8888  

传真: +86-21-3896 8799  

 

上海星展银行大厦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102 单元  

邮编: 200120  

电话: +86-21-3896 8470  

传真: +86-21-3896 8472 

 

上海卢湾支行  

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398 号，世纪巴士大厦一楼和二楼 A单元 

邮编: 200020  

电话: +86-21-3852 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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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21-5383 8080  

 

上海南京西路支行  

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 128 号  

邮编 : 200040  

电话 : +86-21-3852 5588 

传真 : +86-21-5276 9916  

 

上海四川北路支行  

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1381 号 1 层  

邮编 : 200080  

电话 : +86-21-3852 5633 

传真 : +86-21-6309 7275  

 

上海徐家汇支行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69 号 

邮编：200030 

电话 : +86-21-3852 5666 

传真 : +86-21-6192 2906 

 

上海古北支行 

上海市长宁区水城南路 55 号六月汇广场一层 101 单元和二层 201 单元 

邮编：201103 

电话 : +86-21-3852 5500 

传真 : +86-21-3372 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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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桥支行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1799 号 2 幢 204-1 室 

邮编：201103 

电话: +86-21-3852 5766 

传真: +86-21-6496 9586 

 

上海长寿路支行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155 号一层 L108，L109 号 

邮编: 200060 

电话：+86-21-2061 0987 

传真：+86-21-52832852  

 

上海花木支行 

上海市浦东新区迎春路 1093 号 1 层 

邮编：200135 

电话: +86-21-2061 0900 

传真: +86-21-5068 1235 

 

上海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 

上海市浦东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 13 楼 1309单元 

邮编：200120 

电话: +86-21-38968727 

传真: +86-21-38968058 

 

北京分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楼 2106、2107、2108-1 号单元及 2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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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100020  

电话: +86-10-5752 9000 

传真: +86-10-6596 9016 

 

北京分行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楼一层 101单元 

邮编: 100020  

电话: +86-10-5752 9500 

传真: +86-10-6596 9035 

 

北京金融大街支行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05-106  

邮编: 100033 

电话: +86-10-5752 9027 

传真: +86-10-5836 9392 

 

北京金地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 号金地中心 A座一层 101单元 

邮编: 100022  

电话: +86-10-5752 9250 

传真：+86-10-8571 3297 

 

北京燕莎中心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50 号 1 号楼 S103 及 C317室 

邮编: 100016 

电话: +86-10-5752 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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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10-6468 9518 

 

北京中关村支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东三街 2 号欧美汇大厦 1 层 102 单元 

邮编: 100080 

电话: +86-10-5752 9300 

传真: +86-10-8286 8246 

 

北京将台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8 号 183 单元 

邮编: 100016 

电话: +86-10-5752 9331 

传真: +86-10-8426 0508 

 

北京亚运村支行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 25 号楼 1 层 102 单元 

邮编：100101 

电话：+86-10-5752 9588 

传真：+86-10-8498 7108 

 

北京东方广场支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北京东方广场东方新天地商场首层 SS03 号店铺 

邮编：100738 

电话：+86-10-5752 9555 

传真：+86-10-5811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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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分行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30 号万菱国际中心 18 层 

邮编: 510620  

电话: +86-20-3818 0888  

传真: +86-20-3818 0776 

 

广州越秀支行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61 号的丽丰大厦首层 101 号铺位 

邮编: 510600  

电话: +86-20-3818 0939 

传真: +86-20-8349 7940  

 

广州珠江新城支行 

广州市天河区冼村路 5 号凯华国际中心地铺 108铺/1701 单元 

邮编: 510623 

电话: +86-20-3818 0749 

传真: +86-20-3838 5453 

  

南宁分行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36-5 号华润大厦 C 座第 18 层 1803 室 

邮编：530028 

电话：+86-771-5588 288  

传真：+86-771-5502 105 

 

深圳分行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01号华润大厦 18 楼全层及 2901 单元邮编: 5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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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 +86-755-2223 1000 

传真: +86-755-8269 0890  

 

深圳分行营业部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南路 1881号华润中心万象城 159 号铺  

邮编: 518001  

电话: +86-755-2223 3433  

传真: +86-755-2589 6285  

 

深圳前海支行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1 号华润大厦第 2902单元 

邮编：518001 

电话：+86-755-2223 1286 

传真：+86-755-8269 0987 

 

深圳南山支行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以东天利中央商务广场二期一楼 177-180 室及 B 座 2303室 

邮编：518054 

电话：+86-755-2223 3480 

传真:  +86-755-8650 8123 

 

苏州分行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2号国际大厦 7 楼 

邮编: 215021  

电话: +86-512-8888 1088 

传真: +86-512-6288 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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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分行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183 号世纪都会商厦 46 层 4601-4602 单元邮编: 300051  

电话: +86-22-5896 5388 或 +86-22-5819 3288  

传真: +86-22-8319 5287  

 

东莞分行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106 号南峰中心 8 层 803 单元 

邮编：523070 

电话: +86-769-2723 6088  

传真: +86-769-2339 2005 

  

杭州分行 

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 18 号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 1 号楼 A区 1802, 1803 室 

邮编：310012 

电话: +86-571-8113 3188 

传真: +86-571-8791 0876 

 

杭州分行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18 号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 1 号楼 D区 101, 103, 105室 

邮编：310012 

电话: +86-571-8113 3189 

传真: +86-571-8791 0972 

 

重庆分行 

重庆市渝中区民权路 28 号英利国际金融中心 29 层 1、4及 2-1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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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400010 

电话：+86-23-6848 4688  

传真：+86-23-6381 5401 

 

青岛分行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三路 234 号 1 号楼 41 层 02B-5单元 

邮编：266071 

电话：+86-532-6775 7100 

传真：+86-532-5555 1019 

 

西安分行 

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西段 64 号 23层 01/02 号 

邮编：710065 

电话：+86-29-8783 7600 

传真：+86-29-8541 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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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股东关联方 (截至 2021年 2 月底) 

 

DBS Group Holdings & DBS Bank Ltd 

DBS Securities (China) Co., Ltd.  

星展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DBS Trustee Limited 

Quickway Limited Lushington Investments Limited Kendrick Services Limited 

DBS Nominees (Private) Limited &  
DBSN Services Pte. Ltd. Primefield Company Pte Ltd DBS Securities (Japan) Company Limited  

DBS Vickers Securities Holdings Pte Ltd DBS Vickers Securities (UK) Limited DBS Vickers Securities (Singapore) Pte Ltd. 

DBS Vickers Securities Nominees (Singapore) 
Pte Ltd PT DBS Vickers Sekuritas Indonesia DBS Vickers Securities (Thailand) Co., Ltd. 

DBS Vickers Securities (USA) Inc. Bayfront Covered Bonds Pte. Ltd. Miclyn Express Offshore Limited 

DBS Foundation Ltd AXS Pte Ltd  Carrollton Pte Ltd    

Heedum Pte Ltd DBS Asia Hub 2 Private Limited The Islamic Bank of Asia Limited 

Ganges I Pte. Ltd. Ganges II  Pte. Ltd. Ganges III Pte. Ltd.  

Ganges IV Pte. Ltd.  Ganges V Pte. Ltd. DBS Capital Investments Ltd 

DBS Finnovation Pte. Ltd.  DBS Digital Exchange Pte. Ltd. Rising Phoenix Ltd.& Rising Phoenix II Ltd.  

DBS Bank (Taiwan) Ltd DBS Bank India Limited PT Bank DBS Indonesia 

DBS Asia Capital Limited 
DBS Diamond Holdings Ltd. &  
DBS Group Holdings (Hong Kong) Ltd. 

星展环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DBS Investment 

& Financial Advisory Co., Ltd) - hold by DBS Asia 
Capital Limited  

Dao Heng  Finance Limited DBS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Ting Hong Nominess Limited 

Hang Lung  Bank (Nominee) Limited DBS Kwong On (Nominees) Limited Vickers Ballas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DBS COMPASS Limited (previously known as 
Hutchinson DBS Card Limited) 

DBS Kwong On Limited (In Members' Voluntary 
Liquidation) DBS Vickers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 

Vickers Ballas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DBS Vickers Securities Nominees (Hong Kong) 
Limited Overseas Trust Bank Nominees Limited 

DBS Vickers  (Hong Kong) Limited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另， 上述关联方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股东方关键管理人员的直系亲属已包括在我行关联方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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