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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 股東周年大會聲明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今日於 8 Canada Square, Canary Wharf, London, UK 舉行股東周年大會，

以下為集團主席杜嘉祺及集團行政總裁祈耀年之聲明。 

 
 

集團主席之聲明：  

 

各位股東：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於全球擴散，引發前所未見的社會和經濟震盪，我們正處身於一個艱難和充

滿挑戰的時代。對於直接受疫情影響的人士，我們感同身受。醫護和其他執行關鍵工作的人員

走在前線保護群眾，令我們深感敬佩。這當中也包括了滙豐的同事，而我們最關注的，就是他

們和客戶、股東，以及其家人和朋友的健康及福祉。 

 

2020年的股東周年大會無法以面對面的形式舉行，我們對此深表遺憾。股東周年大會是滙豐最

重要的企業活動之一，董事會極之珍惜在正常情況下與股東討論和交流公司事務的機會。但由

於英國政府實施社交距離的措施，並限制非必要旅遊和公眾集會，以致股東今年無法親身出席

會議。對於股東的諒解和支持，董事會和我謹此致謝。 

 

董事會和我亦想借這次機會，感謝所有緊守崗位履行職責的滙豐職員，以及我們的客戶。當前

的局面實在前所未見，令我們的同事受到嚴峻考驗。他們正果斷應變，相互砥礪，努力支援客

戶，維持我們的業務運作，以上種種都令我們深感自豪。 

 

股息 

 

新冠病毒擴散令經濟陷入極不明朗的狀態。3 月 31 日，滙豐應集團主要監管機構（英國審慎監

管局）直接而明確的要求，取消派發 2019 年第四次股息。英國所有其他大型銀行亦已作出類

似行動。我們亦已宣布，在 2020 年底前暫停派發普通股的季度或中期股息或應計款項，亦不

會進行任何普通股的回購。 

 

董事會已小心衡量所有相關群體（當然也包括我們的股東）受到的影響。我們非常明白股息的

重要。我們大約 40%的股東都是小投資者，主要來自香港和英國，很多都直接或間接倚賴股息

作為穩定的收入來源。我們理解取消派息令很多股東非常失望，對其本人及家庭、業務所受到

的影響深感抱歉。有關行動絕非輕率作出，並且反映了集團主要監管機構的觀點，即在此等前

所未見的局勢下，滙豐與其他同業應採取額外的謹慎措施，才能於現在及長久將來支持客戶。 

 

董事會於較充分掌握疫情的經濟影響後，將於公布 2020 年全年業績或之前重新檢討派息政策。

我們同時會考慮股東的意見、其他相關群體的利益，以及滙豐的財務表現和資本狀況等其他因

素。 

 

集團行政總裁及最新策略 

 

2019 年期間，董事會有兩項優先要務， 其中一項是確保選出新的集團行政總裁，另一項是改

善業績、加快轉型和提升可持續的投資回報。我們認為兩者都有其迫切性，必須立即和同時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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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關注的新集團行政總裁甄選於 2019 年 8 月展開。董事會悉力以赴，從銀行內部和外界物

色世界級預尖人才，務求搜羅最佳的候選人。 

 

最後，董事會一致認為祈耀年是最佳人選。2020年第一季發生的變化，以及滙豐的回應方式，

益發證明祈耀年是擔任這項要職的適當人選。他深明集團目標所在，亦是一名出色領袖，知道

我們應走的路向，更非常了解滙豐，具備推動集團奮力前行的魄力。祈耀年在金融服務業擁有

超過 30年豐富經驗，善於應對及建立強大的客戶關係，對滙豐的環球客戶基礎瞭如指掌。他別

具遠見，明白數碼科技能於日後為集團和客戶帶來重大禆益。 

 

祈耀年於 2019 年 8 月獲委任為臨時集團行政總裁時，董事會認為有急切需要將資本調離表現

欠佳的業務，以支持我們更具競爭優勢的市場，爭取更高回報。董事會和集團行政委員會亦非

常明白，集團必須改善效率、削減成本和注入新的動力。就任以來，祈耀年與董事會緊密合作，

制訂和釐定策略計劃，致力達到以上目標。有關計劃已於 2020 年 2 月獲董事會通過及公布。

策略計劃旨在大規模重新調配銀行的資本和資源，進一步發揮我們的潛力，從而大幅提升股東

的可持續投資回報。正如祈耀年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策略計劃進展良好，儘管 2020 年第一季

發生種種事件，我們仍然逐步達致預期的改革。 

 

決議案 

 

會議正式事項方面，我謹此確認第 1 至 7、10、12 及 14 至 16 項決議案已作為普通決議案獲

得通過，第 8、9、11、13 及 17 項決議案已作為特別決議案獲得通過，而第 18 項決議案則不

獲通過。 

 

各項決議案的詳細表決結果將於稍後公布，我們同時會按主題就股東若干最常見的提問作出回

應。 

 

我們的員工 

 

由於外部環境複雜多變，2019 是困難重重的一年。踏入 2020 年，一些真正罕見的挑戰陸續浮

現。在此期間，滙豐員工一直堅守承諾，充分發揮他們的能力和專業知識。他們是滙豐成功背

後的動力，董事會和我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的投入和奉獻，以及期間展現的高度專業精神。 

 

我堅信，銀行業在協助個人、企業和社會渡過新冠病毒危機方面，將會繼續扮演關鍵角色，並

為日後的經濟復甦提供重要支持。銀行業發揮的積極作用，未必總能獲得廣泛理解。希望業界

的集體行動，能清晰無誤地體現銀行和我們員工所能提供的眾多社會及經濟效益。 

 

我們的挑戰是努力不負社會各界（特別是滙豐股東）的信任。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請各

位多加保重。 

 
 

集團行政總裁之聲明： 

 

各位股東： 

 

滙豐是一家我深切關注、服務全球數百萬人的機構。能夠獲任命帶領滙豐發展，本人深感榮幸。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滙豐於眾多市民生活中發揮的核心作用尤其重要。作為一個環球社群，

我們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杜嘉祺一樣，我謹此向全球醫護及其他從事必要工作的人員致

敬，感謝他們每天在抗疫前線照顧患者、保護弱勢群體，以及維持社會各項必須服務。金融服

務業不同範疇的從業員為確保經濟運行亦付出良多，同樣功不可沒。 
                                                                                                                                           

滙豐員工為相互扶持、照顧客戶需要及維持業務營運作出重大努力，我對此深感自豪。一眾員

工竭力提供關鍵服務，維持全球各地分行、服務中心、辦事處及後備營業點的日常運作。我明

白大部分員工面對的壓力，亦衷心感謝他們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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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了解，繼主要監管機構要求本行取消派發 2019 年第四次股息後，股東（尤其是小股東）

們所承受的壓力。正如杜嘉祺在其報告中提及，我們就此決定對您、您的家人及企業所帶來的

影響深感抱歉。雖然現時情況不允許我們就上述及其他問題進行面對面討論，我期待在可行情

況下盡快與股東恢復交流。滙豐是大家的銀行，我十分重視您們的意見。 

 

新型冠狀病毒 

 

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及其後，我們均竭力為所服務的客戶及社區提供支援，當中包括與各

地政府緊密合作，確保刺激措施能夠快速高效地讓實體經濟受惠。 

 

我們因應適當情況為個人客戶提供協助，包括暫停按揭、個人貸款及信用卡等產品的還款、豁

免收費及協助他們獲取現金。工商客戶方面，我們將暫停借貸還款、延長貿易及營運資金貸款

的期限，以及豁免部分產品的收費。到目前為止，我們已撥出 80億英鎊支援英國的工商客戶，

並為備受市場不明朗因素及供應鏈壓力的香港企業提供超過 300 億港元即時流動資金援助。隨

著疫情的發展，我們會繼續檢討及修訂有關援助措施。 

  

我們亦宣布提供 2,500 萬美元成立新型冠狀病毒慈善基金，以支持國際醫療援助、保護弱勢社

群，以及確保糧食供應。透過這個基金，我們已向國際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的「新

型冠狀病毒感染 2019 緊急呼籲」捐出 100 萬美元，又透過聯合國基金會及瑞士慈善基金會，

向世界衛生組織的新型冠狀病毒團結應對運動捐出 100 萬美元。此外，我們又捐出 1,500 萬美

元支援全球的援助及經濟復甦工作，當中包括在亞太地區捐出 880 萬美元，以及向英國國家緊

急信託基金會和英國紅十字會等英國慈善機構捐出 260 萬美元。 

 

財務實力 

 

滙豐一直與客戶共度時艱，並正憑藉雄厚的財務實力，致力克服當前的經濟困境。2019年，我

們的經調整除稅前利潤較對上一年增加 5%，反映四大環球業務中的其中三項均錄得理想的收

入增長。受到 73億美元的商譽減值影響，集團的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較 2018年下跌 33%。儘

管我們繼續大力投資於業務增長和金融科技，但在有紀律的成本管理措施下，經調整收入增長

率仍然高於經調整支出增長率，差額達到 3.1%。作為我們重點衡量指標的集團平均有形股本

回報率，由 2018 年的 8.6%下降至 8.4%。我們的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則維持在 14.7%的強

勁水平。 

 

2019年，我們投入超過45億美元，將更多客戶引進旗下的國際網絡、改善數碼技術以提升服務

水平，並且讓客戶更易於使用我們的銀行服務。有關計劃提升了我們的服務，並通過我們的國

際網絡吸引更多新客戶流入，同時擴大滙豐在各主要市場的佔有率。 

 

2020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擴散影響，環球經濟環境變得更不明朗。我們將於下周公布第

一季業績，屆時會提供業務受疫情影響的最新資訊。 

 

業務最新狀況 

 

我於 2 月份宣布了一項計劃，致力打造一個更精簡、更具競爭力的集團，讓我們能夠更好地提

升投資者的回報。 

 

計劃包括三大部分。 

 

首先，我們會大幅重整集團內表現欠佳的業務。我們現時將大約30%的資本投放於回報率低於

股本成本的業務，其中大部分是歐洲和美國的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業務。我們希望這些業務能

集中體現滙豐作為一家領先國際銀行的優勢，並精簡我們的業務覆蓋，必要時退出部分市場，

以及減少風險加權資產和成本。 
                                                                                                                                                    

其次，我們會透過提升效率、共享資源和投資於自動化及數碼技術，降低集團的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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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們希望精簡滙豐的架構，提升執行效率，令集團能更靈敏地應對市場環境的變化。具

體措施包括簡化集團的地域覆蓋，以及將四大環球業務轉變為三大業務，即合併零售銀行及財

富管理業務和環球私人銀行業務，組成全球最大的其中一個財富管理部門。 

 

總體而言，我們希望提升營運實力，在我們最具優勢的領域投資於增長及回報更高的業務。 

 

我們現正推行多項轉型計劃，但考慮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亦為了保障員工及客戶的利益，

部分項目已經暫停。我們希望同事現在能夠專注於為客戶提供支援，裁員計劃會增加業務的營

運風險，為已經面對困境的員工帶來更多不確定因素，而直接受影響的員工於求職時亦會遭遇

困難，不宜在此刻實施。因此，對尚未接獲通知的大部分員工，我們將暫緩相關的裁員計劃。     

 

我們會繼續推行計劃的其他部分，致力為疫情結束後的發展作出最好準備。我們已對集團行政

委員會及其他高級領導職位進行多項重要任命，為團隊增添新力量，亦更重視執行管理。我們

的現有團隊具備適當的技能及經驗，能夠有效地推動所需的改革。我們已開始整合批發業務的

中後勤職能，而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與環球私人銀行業務的合併工作亦進展良好，日後將

成為一體化的財富管理及個人銀行業務。我們持續投資於部分重要的數碼轉型計劃，並將繼續

詳細規劃整個方案，從而能夠於適當時機按部就班推行。  

 

當然，我們現時的經營環境與 2 月份大不相同。我們需要考慮應採取哪些額外措施，應對疫情

結束後的新形勢。 

 

考慮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以及我們於日後復甦時如何能協助客戶取得成功，我們愈加需要

盡最大努力實現轉型計劃。我們將繼續朝目標進發，同時竭力維護客戶及員工的福祉。 

 

我們的員工 

 

滙豐的成功有賴傑出的員工與客戶緊密聯繋、相互支持，以及全心全力地服務客戶及同事。他

們日復一日表現出的關懷、決心及活力，使我對領導滙豐感到更加自豪。我向他們表示衷心謝

意。 

 

感謝滙豐所有股東對我們的支持。謹此祝願各位身體健康。 

 
 

完／待續 

 

 
 

媒介查詢： 

Heidi Ashley   +44 (0) 20 7992 2045  heidi.ashley@hsbc.com 
 

投資者查詢： 

鄺偉倫(Richard O’Connor) +44 (0)20 7991 6590  investorrelations@hsbc.com 

 
 

 

編輯垂注：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是滙豐集團的母公司，總部設於倫敦。集團業務遍布歐洲、亞洲、北美洲、

拉丁美洲，以及中東和北非 64 個國家及地區，為全球客戶服務。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滙豐

的資產達 27,150 億美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和金融服務機構之一。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