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第七次股東周年大會會議紀要 
 

* * * * * 
 

日期： 2009 年 5 月 21 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3 時 05 分至 4 時 05 分 
地點： 香港灣仔博覽道 1 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會議室 S421 
 
董事： 出席： 

肖 鋼先生 – 董事長 
孫昌基先生 
和廣北先生 
李早航先生 
周載群先生 
張燕玲女士 
李永鴻先生 
高迎欣先生 
高銘勝先生 
董建成先生 
童偉鶴先生 
楊曹文梅女士 
 
缺席： 
馮國經博士 
單偉建先生 
 

股東： 所有名列會議出席名册上的股東 
 

列席： 林炎南先生 – 副總裁 
張祐成先生 – 風險總監 
楊志威先生 – 公司秘書 
曾章偉先生 – 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 
黃龍和先生 –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行政總裁 
 

監票人：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註：大會以普通話進行，輔以英語即時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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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席 

 
肖鋼先生擔任會議主席。 
 
 

2. 法定人數及會議通告 
 
本大會已達到法定人數，主席宣佈會議開始。召開本大會的通告被視爲已

於本大會宣讀。 
 
 

3. 大會投票安排 
 
本大會議程上的所有决議案將以點算股數的方式進行表决，並將於所有决

議案討論完畢後在同一時間進行表决。本公司已委任股份過戶處香港中央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中央證券」）作爲監票人。 
 
 

4. 第 1 項决議案：採納本公司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之經審核財務報

表、董事會報告及審計師報告  
 
應大會主席的要求，本公司審計師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曾章

偉先生分別以英語及普通話宣讀審計師報告。 
 
有關本公司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

及審計師報告載於本公司 2008 年年報內，該年報已於 2009 年 4 月中、下

旬寄發予股東，並已提供本大會閱悉。 
 
下列决議案由劉裴先生（代表 BOC Hong Kong (BVI) Limited）建議並獲張

淑梅小姐（代表任璐施小姐）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採納本公司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之經審核財務報表、

董事會報告及審計師報告。」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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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2 (a)、(b)、(c)、(d) 及 (e) 項决議案：重選肖鋼先生、李早航先生、周

載群先生、高銘勝先生及童偉鶴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獲董事會委任的董事的任期將

於下屆股東週年大會之日屆滿，但可於該大會膺選連任，此外，所有董事

須輪流於每年舉行的股東周年大會上輪值告退並膺選連任。每年在股東周

年大會上退任的董事人數爲最接近但不少於三分之一的董事人數。據此，

今年有 5 位董事退任並膺選連任，他們分別爲：肖鋼先生、李早航先生、

周載群先生、高銘勝先生及童偉鶴先生。 
 
(a) 重選肖鋼先生爲董事 

 
由於涉及大會主席本人的重選，主席請孫昌基先生處理此部份議題。

孫昌基先生指出肖鋼先生是本公司的董事長。 
 

下列决議案由曾宇筠小姐（代表楊志威先生）建議並獲梁家俊先生

（以股東身份）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選肖鋼先生爲本公司董事。」 
 
孫昌基先生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b) 重選李早航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李早航先生是本公司的非執行董事，並爲提名及薪酬委員會

成員。 
 
下列决議案由余少杰先生（代表莊惠生先生）建議並獲黃靜珊小姐

（代表黃明珠小姐）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選李早航先生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c) 重選周載群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周載群先生是本公司的非執行董事，並爲稽核委員會及戰略

及預算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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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决議案由林曦先生（代表黃德明先生）建議並獲吳源先生（以股

東身份）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選周載群先生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d) 重選高銘勝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高銘勝先生是本公司的獨立非執行董事，並爲風險委員會主

席及稽核委員會成員。 
 
下列决議案由鄧碧瑜小姐（代表鄭文茵小姐）建議並獲傅遠逢先生

（以股東身份）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選高銘勝先生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e) 重選童偉鶴先生爲董事 

 
主席指出童偉鶴先生是本公司的獨立非執行董事，並為稽核委員會、

風險委員會及戰略及預算委員會成員。 
 
下列决議案由張淑梅小姐（代表任璐施小姐）建議並獲劉裴先生（代

表 BOC Hong Kong (BVI) Limited）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選童偉鶴先生爲本公司董事。」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6. 第 3 項决議案：重新委任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爲本公司審計師，並授

權董事會或其授權的附屬委員會釐定其酬金  
 
大會主席指出本公司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的財務報表已由羅兵咸永道

會計師事務所審核，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在本大會完結後退任，並願

意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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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决議案由梁家俊先生（以股東身份）建議並獲曾宇筠小姐（代表楊志

威先生）和議通過： 
 
「動議通過重新委任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爲本公司審計師，並授權董

事會或其授權的附屬委員會釐定其酬金。」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7. 第 4 項决議案：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分配、發行及處理本公司的額

外股份 
 

第 4 項决議案是關於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分配、發行及處理本公司

的額外股份。主席指出董事會考慮到投資者對根據該授權行使權力發行新

股而引致的攤薄股東價值的關注。另外，本公司亦承諾採納高標準的公司

治理。因此，當發行新股純粹爲籌集資金並與任何收購事項無關時，建議

股東授權董事會發行最多達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的 5%，在其他情况下，則授

權董事會發行最多達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的 20%。爲了進一步保障股東的權

利，董事會已就純粹爲籌集資金而行使發行股份的授權而採納了若干內部

政策，該等政策已載列於本公司日期爲 2009 年 4 月 14 日的致股東通函

內。 
 
下列决議案由黃靜珊小姐（代表黃明珠小姐）建議並獲余少杰先生（代表

莊惠生先生）和議通過： 
 
「動議 ： 

(A) 在本决議案（B）段的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地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

間行使本公司一切權力，以分配、發行、授出、分派及以其他方式處

理額外股份，及作出、發行或授出因而將須或可能須於有關期間或其

後分配、發行、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式處理股份的要約、協議、期

權、認股權及其他證券； 
 
(B) 除了在下列情况下： 

(i) 供股；或 
(ii) 根據本公司所發行的任何認股權證或可轉換爲股份的任何證券的

條款行使認股權或換股權；或 
(iii) 依據按本公司當時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作出的任何以股代息或類

似安排，配發股份以代替股份的全部或部份股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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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依據本公司當時採納的任何認股權計劃或以儲蓄爲基礎的認股權

計劃或類似安排，向該等計劃或安排的合資格參與者授出或發行

股份或認購股份的權利，包括但不限於依據本公司股東於 2002
年 7 月 10 日通過及採納的 2002 年認股權計劃及 2002 年股份儲

蓄計劃進行者， 
 
根據本决議案（A）段的授權由董事會（不論是根據認股權、換股權

或在其他情况下）分配、發行、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式處理或有條

件或無條件同意分配、發行、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式處理的股本面

值總額不得超過下列兩項之總和： 
 
(a) 於本决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行股本面值總額的 20%，或當發

行股份純粹爲籌集資金並與任何收購事項無關時，本公司已發行

股本面值總額的 5%；及 
 
(b) （倘董事會獲本公司股東另行通過决議案授權）本公司於本决議

案通過後購回的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最多相等於在本决議案通

過之日本公司已發行股本面值總額的 10%） 
 

而上述授權將按此而受限制；及 
 

(C) 就本决議案而言： 
(i) 「有關期間」指由本决議案通過之日（包括該日）起至下列情况

中最先發生者發生時爲止的一段期間： 
(a) 本公司下一屆股東周年大會結束； 
(b) 按本公司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按適用法例規定本公司須舉

行下一屆股東周年大會的期限屆滿；及 
(c) 本决議案所授予的權力經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

决議案予以撤銷或更改； 
 

(ii) 「供股」指於董事會訂定的期間，向於指定記錄日期名列本公司

股東名册的股份持有人（及名列於有關名册的本公司認股權持有

人及其他附帶認購或購買本公司股份的權利的證券的持有人（如

適用）），按彼等當時持有該等股份（及該等認股權證及其他證券

（如適用））的比例，要約發售股份（惟董事會有權就零碎股

份，或根據適用於本公司的任何司法權區或地區之法律下的任何

法定或實務限制或責任，或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易所

的規定，而作出其認爲必要或權宜的除外或其他安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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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股份」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5.00 港元的普通股。」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8. 第 5 項决議案：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第 5 項决議案是關於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所購回

的股份不得超過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的 10%。主席指出本公司已根據《上市

規則》的規定在致股東通函內向股東提供有關說明資料。爲了體現良好的

公司治理原則，董事會已就行使一般授權的權力決議通過採納若干內部政

策，該等政策已載列於本公司日期爲 2009 年 4 月 14 日的致股東通函內。 
 
下列决議案由吳源先生（以股東身份）建議並獲林曦先生（代表黃德明先

生）和議通過： 
 
「動議： 
 
(A) 在本决議案（B）段的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地授權董事會於有關期

間行使本公司一切權力，以根據所有適用法律，包括《香港股份購回

守則》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不時修訂

的），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或股份於其上市並獲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聯交所認可的任何其他證券交易所購

回股份； 
 

(B) 根據本决議案（A）段的授權由董事會購回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購

回的股份面值總額不得超過本决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行股本面值

總額的 10%，而上述授權將按此而受限制；及 
 
(C) 就本决議案而言： 

(i) 「有關期間」指由本决議案通過之日（包括該日）起至下列情况

中最先發生者發生時爲止的一段期間： 
(a) 本公司下一屆股東周年大會結束； 
(b) 按本公司的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按適用法例規定本公司須舉

行下一屆股東周年大會的期限屆滿；及 
(c) 本决議案所授予的權力經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

决議案予以撤銷或更改； 
(ii) 「股份」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5.00 港元的普通股。」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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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6 項决議案：就第 4 項决議案擴大一般授權 
 

下列决議案由傅遠逢先生（以股東身份）建議並獲鄧碧瑜小姐（代表鄭文

茵小姐）和議通過： 
 
「動議，在第 4 及第 5 項决議案獲通過的情况下，批准將本公司根據第 5
項决議案獲授權購回本公司股份之面值總額之數額加入根據第 4 項决議案

本公司董事會可行使本公司權力以分配、發行、授出、分派或以其他方式

處理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惟所加入的數額不得超過於第 4 及第 5 項决議

案獲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行股本面值總額的 10%。」 
 
大會主席邀請台下股東提出意見，股東没有意見。 
 
 

10. 股東投票 
 
在討論完畢議程上第 1 至第 6 項决議案後，股東對所有决議案按點算股數

的形式進行表决。誠如大會開始時所說，本公司已委任中央證券爲監票

人。中央證券行政總裁黃龍和先生向股東解釋按股數進行表决的程序及注

意事項。 
 
在所有股東完成投票後，中央證券收集所有投票紙並進行了點票。 
 
主席提請股東注意：本公司將於點票程序完結後盡快安排在香港聯合交易

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頁上刋登有關投票結果的公告。 
 
在完成點票後，中央證券發出監票人證書，據此，本公司已於 2009 年 5 月

21 日（星期四）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網頁上刋登投票結果

的公告，作出下列宣佈： 
 
(1) 就載於股東周年大會通告（「大會通告」）內關於採納本公司截至 2008

年 12 月 31 日止年度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審計師報告的

第 1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數爲 7,831,679,332 股（99.9998%），投

反對票的票數爲 19,000 股（0.0002%）。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

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2) (a)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選肖鋼先生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2(a) 項

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數爲 8,117,804,886 股（99.2283%），投反

對票的票數爲 63,131,913 股（0.7717%）。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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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選李早航先生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2(b)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數爲 8,175,307,896 股（99.9313%），投

反對票的票數爲 5,618,403 股（0.0687%）。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c)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選周載群先生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2(c)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數爲 8,171,738,696 股（99.8877%），投

反對票的票數爲 9,183,103 股（0.1123%）。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d)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選高銘勝先生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2(d)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數爲 8,179,253,799 股（99.9796%），投

反對票的票數爲 1,665,000 股（0.0204%）。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e)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選童偉鶴先生爲本公司董事的第 2(e)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數爲 8,179,257,799 股 (99.9796%)，投

反對票的票數爲 1,665,000 股（0.0204%）。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3)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重新委任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爲本公司審

計師，並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的附屬委員會釐定其酬金的第 3 項决議

案，投贊成票的票數爲 8,180,894,299 股（99.9995%），投反對票的票

數爲 37,500 股（0.0005%）。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

决議案通過。 
 
(4)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配發、發行及處理

本公司的額外股份的第 4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數爲 7,537,909,194
股（92.1410%），投反對票的票數爲 642,936,730 股（7.8590%）。由於

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5)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向董事會授予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的

第 5 項决議案，投贊成票的票數爲 8,180,893,299 股（99.9997%），投

反對票的票數爲 26,500 股（0.0003%）。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

議案以普通决議案通過。 
 

(6) 就載於大會通告內關於擴大發行股份的一般授權的第 6 項决議案，投

贊成票的票數爲 7,560,262,034 股（92.4147%），投反對票的票數爲

620,537,230 股（7.5853%）。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此項議案以普通

决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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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東提問環節 

 
由於並無其他議題，各非執行董事離場，和廣北副董事長兼總裁主持此部

份環節，並連同其他執行董事及管理層成員，在董事會及各附屬委員會主

席授權下，解答了股東以下的提問： 
 
就一名股東提問(i)雷曼兄弟倒閉及中國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中銀香港”)客
戶對中銀香港廣泛的投訴(“迷債事件”)，令中銀香港信譽受損，管理層在此

事上的責任﹔及(ii)中銀香港於 4 月 28 日公布與監管機構就雷曼事件進行談

判的有關進展，和廣北副董事長兼總裁回應自事件發生後，中銀香港董事

會及管理層深切地理解事件的影響及客戶的感受，他還講述中銀香港一直

按照既定指引以非常仔細及認真的態度處理客戶投訴，迅速地將調查後的

結果通知客戶，並適當地按個案的情況進行賠償，中銀香港已增撥大量資

源，希望能儘快解決有關事件。至於與監管機構進行協商一事，和先生稱

目前仍在進行中，本公司會在協商有結果後按照監管條例的要求，向股東

公佈有關結果。 
 

一名股東評論本公司自重組以來表現令人滿意，但 2008 年表現不是太理

想。雖然有很多外在因素影響所有銀行的表現，但中銀香港的政策及策略

卻可能是一個影響其表現的因素。該名股東指出本銀行有部份員工在中學

畢業後便進入本銀行工作，而且為本銀行服務多年，但由於最近的政策改

變，有部份此類忠心及勤奮員工遭受銀行降級或減薪，以致他們對管理層

有所不滿。和廣北先生指出中銀香港集團在重組以來經歷巨大的變化，但

仍向股東提供不錯的回報，管理層認為這個是理所當然的責任。金融海嘯

及全球經濟放緩導致香港銀行極度困難的經營環境，中銀香港亦無可幸

免，經歷了非常艱辛的一年。為對抗這些挑戰，中銀香港將採取一切可能

的措施以能在一個最有利益的情況下繼續經營。和先生相信憑藉管理層及

員工的努力，事情將會隨著市場環境而逐漸改善。和先生繼而評論中銀香

港有一批忠心及為集團作出貢獻的員工在集團工作多年，管理層確認及感

謝他們的貢獻。在集團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一些人力資源架構重整是不

可避免的，除在市場招聘外，集團的人力資源管理令員工將有機會選擇不

同類型的職位以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儘管在這金融風暴上承受財務壓

力，中銀香港董事會及管理層已表明立場，本集團將不會進行大規模裁員

行動，但取而代之會努力削減其他經營開支以應付當前形勢。他感謝股東

對本集團的支持。 
 

就一名股東提問中國銀行私有化本公司的市場謠傳，和廣北先生提及董事

長早前對外的公開聲明，否認存在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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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股東提問管理層怎樣選取高風險衍生工具產品銷售予其客戶及對前線

銷售員工提供什麼培訓，林炎南副總裁回應由中銀香港銷售的產品包括﹕(i)
自身製作的產品及(ii)外間供應商提供的產品。第三者製造的產品須經本銀

行的盡職審查程序。據此，雷曼產品在推出市場前亦通過本銀行獨立工作

小組審查及經內部審批程序合格認可。至於員工培訓，林先生指出所有銷

售員工均需備有中介人認可牌照及行方認為具備足夠知識及技能才可售賣

雷曼產品。本銀行對前線銷售員工的培訓較為完整，包括一般銷售技巧、

對產品種類的整體介紹及在產品正當推出時針對該產品作出的特別培訓。

林先生強調本銀行不時亦有提供額外持續培訓。 
 

一名股東評論本銀行處理迷債事件的進度及透明度像「黑箱作業」，和廣北

先生回應本銀行深切明白客戶因雷曼兄弟倒閉所招致損失而遭受的困苦，

本銀行已投入大量資源處理客戶投訴，最終和解超過 2 千宗個案。和先生

評論迷債事件的發生是相當不幸，事情也相當複雜，客戶的情況亦有所不

同，所以需要按個別個案的情況處理，本銀行希望在客戶的支持下能盡快

解決事件，以便本銀行能返回令人滿意的正常業務，為股東創造價值。 
 

就一名股東提問中國銀行增持中銀香港股份的目的時，和廣北先生交待這

問題可能由中國銀行回答會比較適合，但他相信這可能是中國銀行作為中

銀香港的大股東對中銀香港將來發展有信心並希望表示其充分的支持。 
 

一名股東提問有關本公司未來股息政策及 2009 年中期會否派發股息，和廣

北先生回應本公司董事會通過本公司派息率為可分配利潤的 60%至 70%，

股息政策並沒有改變，本公司董事會將於 2009 年中期業績完成後，決定是

否派發 2009 年度中期股息。 
 

在回應股東評論有關中銀香港在銷售雷曼兄弟產品時比較進取，造成現在

佔市場份額超過 40%的局面，和廣北先生表示中銀香港在銷售雷曼兄弟產

品並不比其他銀行進取，現在佔市場份額比較大也只是因為中銀香港的銷

售網絡比其他銀行為廣，所以客戶的覆蓋面亦較其他銀行為大。在迷債事

件後，本銀行對結構性產品的銷售過程及員工的培訓亦做了非常嚴密的重

檢。 
 

就同一股東提問董事會及管理層在造成眾多客戶的損失及苦難這事上的責

任，和廣北先生回應中銀香港已嚴肅地及迅速地處理每宗客戶投訴及與監

管機構進行討論，希望就事件達成一個廣泛的解決辦法，討論現正在進行

中，本公司會在適當時候公告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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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名股東提問有關人民幣貿易結算服務快將在港推出，而中銀香港亦很

大機會成為香港唯一人民幣清算行，這業務對中銀香港發展的影響，和廣

北先生指出此事件會為中銀香港帶來巨大的商機，如人民幣貿易結算、企

業帳戶的開設、企業匯款業務及貿易融資業務等，中銀香港已作好準備，

在人民幣貿易結算服務在港推出後馬上作出配合，並有信心在上述業務做

到市場領先的地位。 
 

一名股東提問在現在具挑戰的經濟情況下，管理層如何能提高公司盈利及

股東回報，和廣北先生評論將採取以下多項措施以應付當前困難的環境﹕

（i）有效地管理風險﹔（ii）在放緩經濟中開拓商機，尤其是利用與中國

銀行的緊密合作﹔及（iii）大力控制成本。他期望透過以上的措施，在經

濟回復好轉後，能提高對股東的回報。 
 

就一名股東提問中銀香港站穩按揭市場領導地位的策略，林炎南先生交待

按揭業務向來是集團重點業務之一。因應去年下半年經濟放緩及地產市道

轉弱，本銀行採取審慎的貸款策略及加強風險管理。隨著最近地產市道回

穩，本銀行已配合市場情況和客戶需求，推出多元化的產品，提昇本銀行

的競爭能力。透過本銀行的專業服務團隊及廣泛分行服務網絡，本銀行將

致力保持在按揭市場的領先地位。 
 

一名股東提問中銀香港員工買了雷曼兄弟產品是否可獲優先賠償，張祐成

先生風險總監指出本銀行成立了一個獨立的委員會以公平地處理所有客戶

的投訴，據此沒有員工會獲得優先賠償。

 
就同一股東問及本銀行保安粗暴地對待雷曼投資者及偽造被該等投資者襲

擊的申述，林炎南先生強調由於迷債客戶是本銀行的客戶，本銀行需禮貌

地善待他們，除了當營業時間過後本銀行需要空出銀行經營場址時，本銀

行的保安人員對迷債客戶一直是相當有耐心及給予最大的忍讓。 

 
就股東建議可否給予本公司股東透過本銀行買賣股票的手續費優惠一事

上，林炎南先生解釋本銀行的股票交易手續費已比同業相宜，而且本銀行

的策略是以向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為競爭目標。 
 
就一名股東提問有關中銀香港集團銷售迷債的總額及受影響客戶的數目，

林炎南先生提及和廣北先生之前的披露，本集團已和解超過 2 千宗客戶投

訴並已投入大量資源以加快處理客戶投訴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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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名股東提問中銀香港與中國銀行在策略及業務上的合作，高迎欣執行

董事兼副總裁回應兩行過去幾年在企業貸款業務上已緊密合作，以致有中

國銀行大客戶的轉介及在巨額企業借貸上有顯著的增長，最近在推出全球

客戶經理管理計劃後，中國銀行跟中銀香港合作更為緊密，在該計劃下中

銀香港集團的重點客戶會獲得中國銀行較優質的服務。在零售業務方面，

和廣北先生補充，在產品開發及推廣上有更深發展，中銀香港將成為中國

銀行海外分行的產品開發中心。 
 
 

12. 會議結束 
 
由於大會須處理的事項已處理完畢，主席宣佈會議結束。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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