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一

香江流長，商海潮生。在加入越秀大家庭四年後，創興銀行迎來

了她的 70歲生日。

朝暾夕輝，時代興替。創興銀行 70 年櫛風沐雨、篳路藍縷的道

路，正是不忘創業初心、踐行家國情懷、共振歲月芳華、致力穩健經

營、服務普羅客戶的心路。回顧 20世紀上半葉，華資銀行紛紛崛起，

成為香港金融業的一股重要力量，創興銀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

而生。創立之際，創興是一家具有家族背景、潮州族群網絡的華資銀

行；及至弱冠，開始崛起於香港金融大時代並曾輝煌一時；新舊世紀

交替之際，歷經兩輪波及全球的重大金融危機洗禮；到今天，創興銀

行華麗轉身，朝着新的發展方向大踏步前行。70年的薪火，需要幾代

人的接力，創興銀行做到了經久不衰，矢志不渝，其中起起落落、曲

折往復與艱苦不易，令人感慨也值得銘記。我們可以說，創興銀行 70

年的發展史波瀾壯闊，既是香港百年金融業的縮影，也是近年香港政

治經濟隨時代不斷演進向前的印證。

進入 21世紀，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城市經濟的不斷發展，

廣州一圓「金融夢」的意願愈發強烈，而在金融圈中，銀行業的地位

最為核心，銀行牌照的價值最為重要，加之越秀集團也希望通過併購

重組的方式進入銀行業，從而完善金融產業鏈，提升金融板塊綜合競

爭力。在上述背景下，越秀集團於 2014年 2月 14日正式收購創興銀



行，這一天，也深深烙在了越秀集團的發展史上。

這次收購，對於越秀集團而言意義重大。其一，這是國內首宗由地

方國企完成的境外銀行併購，也是廣州市改革開放以來規模最大的境外

併購，是廣州市金融業發展史和中國國有企業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對

於越秀集團在資本運營領域的聲譽和形象有極大的提升。其二，在收購

的過程中，集團資本運作團隊的突破力、創新力和資源整合能力得到了

極大的提升，這將成為集團未來的寶貴財富。其三，這次收購標誌着越

秀向以金融為核心的高端服務業轉型升級邁進了關鍵一步，為集團構建

現代金融產業佈局打下了堅實基礎，對構建以金融、房地產、交通基建

為核心的「3+X」戰略佈局具有重要的價值和作用。

加入越秀大家庭以來，越秀集團與創興銀行攜手共進，在秉承一

直以來的穩健、審慎的優良傳統基礎上，以「中資 + 港資」、「金融

+ 產業」、「整合 + 協同」等獨特優勢，催生出了創興銀行 70 年發展

史上不平凡的一段歷程。從規模擴張到盈利提升，從戰略規劃到產品

創新，從業務拓展到風險管理，從深耕香港到佈局內地、多管齊下、

多點開花。這段歷程為粵港澳合作，為香港繁榮穩定及促進與內地經

濟、文化的融合作出了積極貢獻。在 2018年英國《銀行家》全球銀行

排名中，創興銀行進入全球前 500位。廣州也在 2018年 9月公佈的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首次進入全球前 20位。可以說，創興銀行的關

注度和影響力，再也不只是囿於一城一地了。

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 2018 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

指出：「歷史，總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給人們以汲取智慧、繼續前行的力

量。」2018年是創興銀行成立 70周年，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周年。

在這個特殊的年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

區、自貿區建設等國家戰略相繼實施，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速，資金

與資源要素雙向跨境流動將變得更為頻繁和便利，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和廣州區域金融中心地位有望得到進一步強化，銀行業迎來了前所未

有的發展機遇。置身這樣波瀾壯闊的大時代，創興銀行定將牢牢抓住

機遇，持續提升跨境金融服務能力，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助力經濟發

展與客戶財富增值，將自身打造為立足粵港澳大灣區、覆蓋全國、輻

射亞太、具跨境特色的綜合性商業銀行，書寫更加華美的新篇章。

昔日風華，今日正茂，皆是光輝歲月。70年來，創興銀行茁壯成

長，堅定前行，奮力攀登。這不只是一家銀行的歷程，更是許許多多

與她相依相戀的人的生命歷程。為了銘記這段歷程，我們編撰此書，

回顧了創興銀行 70 年來逐步成為一家分行遍佈香港各區、業務拓展

海內外的知名銀行，再到被越秀集團收購後發展水平再上新台階的過

程，總結了創興銀行 70 年發展歷程中蘊含的思想與智慧、經驗與教

訓，並再一次對未來的發展戰略思路進行了梳理，衷心希望本書能給

讀者帶來閱讀上的愉悅與思想上的啓示。

本書在編撰過程中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付出了諸多心血，得到

了創興銀行董事和高級管理層及各層級員工、廣大客戶、監管當局、

政府、新老股東、學術界、業界同仁等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特別是

多位重要的歷史見證者和當事人，更是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此

表示誠摯謝意。

是為序。

越秀集團董事長

創興銀行董事會主席

張招興

2018年 9月



1965 年的銀行擠提，1987 年的股災，1997/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2008 年的世界金融海嘯屢次的巨大震盪，但依然能成功渡過，應賴

於廖氏家族的服務社群穩健經營的理念，從而維繫了客戶與同業的信

心。可是 21世紀挑戰並非一個家族可以單獨應付，故此，在 2014年

越秀集團收購了廖氏家族在創興銀行的股權。但今天的創興銀行的業

務基礎依然維持了廖氏家族歷史悠久的服務社群穩健經營的理念。今

後，創興銀行的挑戰是怎樣把這套理念應用於 21世紀的經營環境！

本人也從 90 年代初期與越秀集團有過法律業務上的接觸， 2004

年當我重返法律服務行列後也有更多的接觸。越秀集團的人員非常專

業，管理層有廣闊的視野，強而有效的執行能力。今後的金融服務將

有非凡的機遇。國家推行的「大灣區」構思，科技的迅速發展，儲蓄

資金的積累，世界資本的持續融通，將為創興銀行帶來巨大的商機與

挑戰。我深信越秀及創興銀行的人員有足夠能力迎接未來的挑戰。

在這本回顧以往展望未來的書本裏，讀者可以感受到香港人在戰

後至今的堅強奮鬥歷程，也能領悟到越秀為創興銀行今後所規劃的鴻

圖大計。所有對香港為我國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有興趣的讀者閱讀過

這本書後必定會有超出預期的收穫！

資深大律師

前香港證券期貨監督委員會主席

前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

梁定邦

2018年 9月

序 二

本人於 1998 年，在任香港證監會主席時曾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

有過與已故廖烈文先生的接觸。當時廖先生是廖創興銀行董事會的執

行主席，廖創興銀行當時有貸款給數家因金融風暴股市面臨崩盤而出

現財務困難的證券公司，本人與香港金管局當時希望可與銀行商討求

援之安排。我最深刻的回憶是廖烈文先生當時對我說的這句話：「梁主

席，雖然我行需要在商言商，但我們絕不忘記我們對客戶與社會的義

務，我行與家族必定盡我們的義務，主席，你認為我們需要怎麼做，

我們必定言聽計從。」因廖創興銀行的積極配合，我們最終渡過難關！

廖烈文先生的精神實在充份體現在廖創興銀行的 50周年服務社會

的紀念對聯裏：

創立五十年服務金融開拓基業

興隆半世紀促進經濟繁榮萬家

從 1948 年廖創興儲蓄銀莊設立，並於 1955 年註冊為一家香港

銀行廖創興銀行後，它幫了無數中小企業創業與興隆。香港二戰後的

繁榮基本上依靠中小企業的發展，香港能成為「亞洲四小龍」也建立

在中小企業的輕工業蓬勃拓展，但若沒有銀行界的積極融資配合也無

法得到這樣的輝煌成績。廖創興銀行在這 70 年的歷程，先後經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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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華資銀行的誕生，最早可追溯到 19世紀 80年代。20世紀初

葉，香港的轉口貿易和商業蓬勃發展，華人行商對使用押匯和信用證、

支票的需求迅速增加。然而，當時外資銀行的客戶主要是外資洋行和華

商富戶，而傳統的華商銀號亦不辦理此類業務，絕大多數銀號的資本額

較小，利息高且信貸期短，存貸款極依賴固有的人際關係，具有較大的

局限性。很明顯，傳統銀號已日益不能適應香港華商經濟發展的客觀需

要。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一批將西方銀行先進的經營方式與傳統銀號結

合起來的華資銀行應運而生。

香港第一家華資銀行是廣東銀行，創立於 1912年，創辦人是來自

美國三藩市的華僑李煜堂、陸蓬山等人。其後，一批華資銀行相繼創

辦，包括大有銀行、工商銀行、華商銀行、東亞銀行、國民商業儲蓄銀

行、嘉華儲蓄銀行、永安銀行、廣東信託商業銀行、香港汕頭商業銀行

等。與此同時，相繼誕生的還有一批銀號，包括著名的恒生銀號、永隆

銀號、永亨銀號等。這一時期，華資銀行的創辦，成為 20世紀上半葉香

港銀行業一股令人矚目的發展趨勢。當時，就有評論指出：「華資銀行

相繼創辦，一如雨後春筍。華人以其精明之特性，進軍本為外國人壟斷

之金融領域，實為當時十分矚目之現象。」

二次大戰之後，香港經濟復甦。及至 50年代，在種種因素推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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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香港經濟轉型，邁向工業化道路。從 1946-1964年，華資銀行進入迅

速發展的黃金時期。根據香港金融學家饒餘慶教授的研究，「當時作為

一個集團而論，華資銀行是可與滙豐集團、中資集團和外資集團分庭抗

禮而形成一種『第四勢力』的。雖然華資銀行的資本較小，但分支行數

量卻較多，而且當時中資集團對香港銀行市場的興趣不大，因此華資銀

行在香港華人，特別是中下階層和中小企業之間，是有相當影響力的。」

創興銀行正是在這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創辦以來，該行大體

經歷了五個發展時期：

第一階段為起步發展時期。1948年，從西環起家的潮商廖寶珊，

高瞻遠矚地看到了香港經濟發展的大潮流，創辦了創興銀行，當時稱

作「廖創興儲蓄銀莊」。（編者按：銀行於 1955年註冊後名為「廖創興

銀行」，2006年正式改名為「創興銀行」並延用至今。）他提出了「創

業興家」的口號，將銀行的服務對象確定為正在發展中的新興中小企業

和普羅大眾。創興銀行在業務發展和服務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創新，成

為當時推動銀行業務轉型的領先者之一。為了深入社區，創興銀行積極

拓展分行網絡，並以高息吸引存款，又在報刊等傳媒上大做廣告。1958

年，創興銀行將註冊資本增加到 2,000萬港元，實收資本增至 1,000萬港

元，並把銀行總部遷入位於德輔道西十層樓高的廖創興銀行大廈。經過

十年快速發展，到 60年代初，創興銀行已初具規模，成為這一時期華資

銀行發展的一個縮影。

第二階段為轉折調整時期。20世紀 50年代末 60年代初，銀行業

競爭日趨激烈，部份華資銀行採取比較冒進的經營方針，以高息吸引存

款，並將貸款和投資對象偏重於一些回報率高、風險大、流動性低的項

目，從而導致銀行體系的安全性下降，危機暗伏。1961年，正當創興

銀行蓬勃發展之際，一場突如其來的銀行擠提風潮，打斷了它的快速發

展進程。危機過後，創辦人廖寶珊病逝。廖氏第二代廖烈文昆仲臨危受

命，毅然挑起銀行發展的重任，重組董事會，採取「化險為夷、轉危為

安」的策略，從而安然渡過 1965年銀行危機。

第三階段為重組整固時期。1973年，廖氏昆仲趁香港牛市，將家族

控股公司廖創興企業上市，並藉此收購創興銀行股權，又引入日本三菱

銀行作為策略性合作夥伴，實施「穩健審慎而富於進取性之政策」，繼

續拓展分行網絡，積極推進銀行的電腦化、多元化發展。其間，儘管遭

受到 80年代初接受存款公司危機及 80年代中期銀行危機，以及政治形

勢不明朗等一系列事件的影響，但創興銀行仍然穩步發展。危機中，大

批的華資接受存款公司和華資家族銀行相繼倒閉，最終導致華資銀行作

為銀行界的一股重要力量的衰退。

第四階段為創新發展時期。經過二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到 90年代

初，創興銀行的上市條件漸趨成熟。廖氏昆仲把握時機將創興銀行分拆

上市，壯大資本實力，並積極拓展中國內地及境外市場。香港回歸後，

創興銀行順應形勢發展，引進中資公司中遠太平洋為合作夥伴，又改

革銀行管理體制，積極拓展強積金、人壽保險、證券等非銀行業務，積

極拓展非利息收入的零售銀行業務。同時，為了應對環境的轉變，創興

銀行接連採取了一連串更加貼近市場的「市場化」經營策略，包括銀行

改名、重建總行並改變包裝、積極開拓大型屋邨分行、實施專業化管理

等等。

第五階段為轉型開拓、跨境經營時期。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

後，香港的華資銀行面對新的嚴峻挑戰，一批批華資銀行相繼轉手。經

過權衡利弊，廖氏家族最終決定「全身而退」，由積極拓展金融產業的

中資公司越秀集團接手。越秀收購創興銀行後，因應時代發展趨勢，通

過重組董事會和管理層、重新釐定企業發展願景、重塑企業文化，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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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與轉型開拓結合起來，積極創新業務，推動銀行業務從過去以傳統

的存貸款為主，向均衡化、數字化、特色化轉向，並加強基礎建設，打

造高效支撐發展平台。同時，大力拓展內地市場，實行跨境經營，全面

提升創興銀行的跨境綜合金融服務競爭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和業

績，實現了華麗轉身。

展望未來，「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為創興銀行

在新時期的發展提供了無限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創興銀行依託大股

東越秀集團在粵港兩地打造的品牌、優勢和發展資源，致力「打造跨境

特色的綜合性商業銀行」，並聚焦客戶、產品、協同、人才、流程與支

撐平台等六個方面的戰略高點，深耕粵港澳大灣區，穩步向全國及海外

發展，加快業務模式和產品創新，致力打造成為立足粵港澳大灣區、覆

蓋全國、輻射亞太、具有核心競爭力和跨境特色的綜合性銀行集團。

根據創興銀行 70年來的發展脈絡，本書試圖把創興銀行的發展，

放在一百多年以來香港華資銀行發展的歷史長河之中，特別是放在戰後

香港經濟及金融業轉型發展的宏觀經濟背景下展開，希望能從創興銀行

70年來的發展歷程中，從一個側面讓讀者了解香港華資銀行的興衰及其

背後的原因，以及香港經濟及金融業的發展演變規律。同時，也可從另

一個側面，反映自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時期以來中資企業和中資銀行在

香港的發展態勢。

本書在寫作中，得到了創興銀行及其大股東越秀集團的大力協助

和支持，包括提供寶貴的歷史資料、珍貴的照片以及一些前期研究的資

料、錄音採訪記錄，給予筆者在參觀、考察中的種種便利等等。在調

研、寫作過程中，越秀集團首席資本運營官、創興銀行董事李鋒先生，

越秀集團資本經營部副總經理曾志釗博士、副總經理甘穎琳博士，越秀

集團客戶資源管理與協同部高級主管雷雅怡女士，創興銀行企業傳訊主

管李慧蓮女士、經理陳慧家女士等，均給予了大力的協助和指導。

更重要的是，創興銀行的董事、高管及各分行和部門主管，以及

越秀集團的高管在百忙中抽出寶貴時間接受筆者採訪，他們是：創興銀

行前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廖烈智先生，前副行政總裁廖鐵城先生，前副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梁高美懿女士，副主席兼行政總裁宗建新先生，副行

政總裁劉惠民先生，荃灣分行經理陳文斌先生，灣仔分行經理石明維先

生，廣州分行行長蔡思楊先生、汕頭分行行長陳月娥女士、廣州天河支

行行長焦陽女士、佛山支行行長陳健健先生、廣東自貿試驗區南沙支行

行長崔偉先生、廣東自貿試驗區橫琴支行行長曾勝先生等。在此，筆者

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創興銀行組織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核，提出專

業性的指導意見和具體修改意見；廖烈智先生、廖鐵城先生專門審閱全

書書稿，並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澳門科技大學林廣志教授從中給以協

調。本書在出版過程中，更得到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

及專業編輯。沒有他們的敬業精神、辛勤付出和艱苦努力，本書實難以

形成現在這個模樣。在此，筆者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誠然，由於筆者水平所限，或資料的缺失，書中可能有不少錯漏之

處，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馮邦彥　謹識

201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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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資（銀行）集團本來成員甚多，其起源可追溯至 19世紀的

銀號。香港第一間以西方股份有限公司方式組成的新式華資銀行，是

1912年成立的。60年代，有八間銀號改組為現代化銀行。獨立華資

銀行的黃金時代是 1946-1964年，當時作為一個集團而論，華資銀行

是可與滙豐集團、中資集團和外資集團分庭抗禮而形成一種『第四勢

力』的。雖然華資銀行的資本較小，但分支行數量卻較多，而且當時

中資集團對香港銀行市場的興趣不大，因此華資銀行在香港華人，特

別是中下階層和中小企業之間，是有相當影響力的。」

—香港華商銀行公會研究小組著、饒餘慶編：《香港銀行制度之現狀與前瞻》①

01

創辦背景：華資銀行的崛起

》》香港華資銀行的崛起與發展

香港銀行業的發展，最早可追溯到香港開埠之初。19世紀 40年代

初，隨着外資洋行進入香港，它們的主要業務也轉移到香港，其中包括

洋行的銀行業務部，當時稱為代理店。這是香港最早的金融機構。這些

代理店從廣州或澳門移設香港，辦理了大部份銀行業務，主要是外匯買

賣和貼現一類的匯兌票據。不過，這種狀況並不能滿足規模較小洋行的

需要，因為代理店同時又是這批小洋行業務上的競爭者，故並不樂於經

常向它們提供所需資金。在這種背景下，香港發展獨立的銀行機構的條

件漸趨成熟。②

從 1841年香港開埠到 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的一百年間，香港銀行

業經歷了兩次發展高潮。第一次高潮由香港開埠初期東藩匯理銀行（The 

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有利銀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 China）、渣打銀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 China）

等外資銀行相繼進入開始，到 1865年香港首家本地註冊銀行—滙豐

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 Ltd.）創辦達到高峰。

第二次發展高潮發生於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當時，香港的版圖

擴展至新界，人口增加到 30萬，香港確立了作為遠東貿易轉口商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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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隨着香港商業和貿易的發展，一批外資銀行包括美國的萬國寶通

銀行（現為花旗銀行）、運通銀行、大通銀行，英國的大英銀行，荷蘭

的小公銀行、安達銀行，比利時的華比銀行等，先後進入香港。與此同

時，一批華資銀行和銀號，如廣東銀行、東亞銀行、恒生銀號等相繼創

辦；內地一批中國資本銀行，如中國銀行、鹽業銀行、交通銀行也來到

香港發展，從而形成了香港開埠以來銀行業發展的第二次高潮。

這一時期，香港銀行業最重要的事件，是華資銀行作為一個整體的

誕生和崛起。20世紀初葉，香港轉口貿易和商業蓬勃發展，華人行商對

使用押匯和信用證、支票的需求迅速增加。然而，當時外資銀行的客戶

主要是外資洋行和華商富戶，而傳統的華商銀號亦不辦理此類業務，絕

大多數銀號的資本額較小，利息高且信貸期短，存貸款極依賴固有的人

際關係，具有較大的局限性。很明顯，傳統銀號已日益不能適應香港華

商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一批將西方銀行先進經營

方法與傳統銀號結合起來的華資銀行應運而生。

香港第一家華資銀行是廣東銀行，創立於 1912年，創辦人是來自

美國三藩市的華僑李煜堂、陸蓬山等人。廣東銀行的誕生可追溯到 1907

年美國加州僑領陸蓬山創辦的「金山正埠廣東銀行」。其後，陸蓬山為

開拓匯兌業務前來香港，與李煜堂等合作，創辦廣東銀行。初期登記資

本 200萬港元，發行 4萬股，並設立由 13人組成的董事會，其中 5人為

金山莊當家，另有 5位經營銀號、洋行或百貨公司。銀行創辦的目的，

是「聚集同志集合資金，從事金山正埠廣東銀行或內外各地的匯兌，進

行本港之貿易金融或金融業者所做之各種事業」，旨在「挽回（金融）

權利」。③ 創辦初期，廣東銀行總行設在香港中環德輔道 6號，主要經

營匯兌、儲蓄、附貯（存款）、來往附貯、按揭（放款、押款）、保管

箱等業務。當時，由於信用未孚，④ 又缺乏經營銀行的經驗，廣東銀行

的業務發展不快，「其營業狀況不過一大銀號而已」。⑤

其後，相繼創辦的華資銀行主要有：大有銀行（1914年）、工商銀

行（1917年）、華商銀行（1918年）、東亞銀行（1918年）、國民商業

儲蓄銀行（1922年）、嘉華儲蓄銀行（1924年）、永安銀行和廣東信託

商業銀行（1931年）以及香港汕頭商業銀行（1934年）等。⑥ 其中，最

著名的是東亞銀行，創辦人包括和發成船務公司老闆李冠春、李子方兄

弟，德信銀號東主簡東浦，和隆莊的龐偉廷，殷商周壽臣，昌盛行的黃

潤棠，有恒銀號的莫晴江，晉昌號的陳澄石以及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簡

英甫等。1918年 11月 14日，東亞銀行在香港註冊為有限公司，法定資

本 200萬港元。

東亞銀行創辦之初，以「有意為祖國策富強」為宗旨，它在招股簡

章中表示：「同人等有鑒於此，擬原集鉅資，刺激良法，組織一名實相

符，信用穩固之銀行，按切吾國社會之習慣，參以外國銀行之精神，斟

酌損益，盡善盡美，庶幾勝券可操，而吾國商業也可期發展。」⑦ 它反

映了東亞銀行創辦人在當時外商勢力如日中天之際，試圖藉西方先進的

經商經驗發展國家經濟，抗衡西方經濟侵略的愛國熱忱。東亞銀行創辦

後，積極拓展業務，致力籌建國際性業務網絡，其後發展成為「華南最

穩健、實力最強的華資銀行」。

與華資銀行同時發展的，還有一批華商銀號。銀號在香港的出現要

比華資銀行更早，香港開埠後，隨着轉口貿易和商業的發展，香港與廣

東各鄉及海外各埠的匯兌需求日增，由華人經營的銀號紛紛湧現。據考

究，香港最早的銀號成立於 1880年間。陳鏸勳的《香港雜記》記載：

1890年，香港已有「銀號約三十餘間」。⑧ 到 1930年代初，香港各類

銀號已發展至接近 300家，規模大者資本約有數百萬港元，規模小者資

本也有 4-5萬港元，業務以買賣為主。這些銀號主要集中在港島文咸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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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文咸西街（南北行）及其鄰近的皇后大道中、德輔道西一帶。它們

均在港英政府登記註冊，有獨資經營的，也有合股經營的，但作為股份

有限公司者則極少。經營方式與當時中國的錢莊、銀號相似，多在廣州

或其他各地設有聯號。

當時，銀號的主持人多稱為「司理」或「在事」，在組織上雖然從

屬於合夥人或董事會，但掌握大權。規模較大的銀號中，司理之下通常

分設若干部，包括內櫃、掌櫃、行街、文件先生及後生等；規模較小的

銀號，其組織並無如此周密，大抵人數較少，職務則多兼任。⑨ 銀號

本來是中國傳統的金融機構，但在香港，特別是在與外資銀行的業務往

來中，部份具規模的銀號逐漸擺脫舊有的經營方式，改按銀行的方式辦

事，因而具有了銀行的功能。⑩ 

香港銀號的發展，以恒生銀號最為矚目，它創辦於 1933年 3月 3

日，初期實收資本僅 10萬港元，後來因新股東加入，股本增加到 12.5

萬港元。恒生的創辦人是林炳炎、何善衡、梁植偉和盛春霖。恒生銀號

最初開設於銀號、錢莊林立的永樂街 70號一棟舊式建築物內，面積僅

800方呎。據何善衡的回憶：「舖面的設計十分傳統，顧客只需走上三

步，便已碰上頍（帽頂尖）面。」⑪ 整間銀號職員僅 11人，規模頗小。

初期，恒生銀號的業務主要是買賣黃金、匯兌及找換，走的是傳統路

線，如仍沿用算盤結算賬目，賬項也是用毛筆寫在賬簿上，並蓋上銀號

的朱砂印。戰後，香港經濟迅速復元，南北物資交流和匯兌等業務蓬勃

發展，恒生銀號及時把握時機，利用過去所建立的網絡，再度在黃金買

賣、匯兌和找換市場中大顯身手，奠定了日後大展鴻圖的基礎，其後更

發展成為僅次於滙豐銀行的第二大本地銀行。

1933年，與恒生銀號同時創辦的，還有永隆銀號等。永隆銀號創辦

於 1933年 2月 25日，比恒生銀號還要稍早，創辦人是來自廣東順德伍氏

家族的伍宜孫、伍絜宜兄弟，地址就設在港島維多利亞海旁碼頭、客棧

集中的文咸東街 37號，創辦初期主要經營傳統的找換、匯兌、存款、代

客買賣證券、黃金及國家公債等業務。⑫ 永亨銀號亦於 1937年創辦，創

辦人為馮堯敬，地址設在廣州十三行。當時，永隆銀號與永亨銀號南北

呼應，相得益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廣州、漢口與香港之

間的匯兌業務劇增，永隆、永亨與聯安、泰恒等四家銀號聯合在漢口組

成「永福行」，從事各地之間的匯兌業務，賺取了豐厚利潤，「分得了一

杯羹」，⑬ 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礎。

當時，華資銀行的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評論指出：「天時、

地利、人和均是華資銀行成功發展必不可少的元素。其中，人和無疑是

最重要的。華資銀行內具人才實力，外有華商支持，發展壯大勢不可

擋。華資銀行最大的共同點是與客戶保持良好關係、講人情、重信義。

約 1958年，德輔道中與租庇利街交界的華人商業地帶。（圖片來源：鄭寶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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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經營風格上，華資銀行審時度勢，立足長遠，贏得了良好的聲譽

和穩固的客戶市場。外資銀行主要是為從事貿易的外資洋行提供融資和

匯兌服務，與華商往來較少，僅限於規模較大、經濟實力雄厚的華資商

行。而華資銀行的服務對象則以華商和海外華僑為主。」⑭

這一時期，華資銀行的創辦，成為 20世紀上半葉香港銀行業一股

令人矚目的發展趨勢，當時就有評論指出：「華資銀行相繼創辦，一如

雨後春筍。華人以其精明之特性，進軍本為外國人壟斷之金融領域，實

為當時十分矚目之現象。」⑮ 

》》戰後銀行業的繁榮與 1948 年《銀行業條例》

在二次大戰期間，香港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這一時

期，日本軍政府對那些「非中立銀行」，包括英資銀行、其他對日作

戰國家所屬銀行，以及中國政府官辦銀行進行清算，由日本的兩家銀

行—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接管。不過，22 家華資銀行和 60多家銀

號、錢莊則在日佔初期已獲准復業，但經營慘淡。當時，香港的轉口貿

易陷於停頓，銀行已沒有多少業務可做，銀號亦僅限於買賣大洋（中國

法定貨幣，簡稱「法幣」）和港元。而當押業則一枝獨秀，大批市民衣

食不繼，唯有以典當首飾、手錶、衣物為生。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宣佈投降。8月 30日，英國重返香港，並

成立軍政府。香港光復後，外資銀行、華資銀行以及華商銀號錢莊等均

紛紛籌劃復業。率先復業的外資銀行有：滙豐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

銀行、有利銀行、荷蘭銀行、大通銀行、運通銀行、荷蘭安達銀行等。

滙豐銀行復業後面對的最急迫任務，是解決「迫簽紙幣」問題。滙豐認

為，儘管它不必為這些鈔票的發行負責，但拒絕支付這些鈔票將有損

滙豐銀行的信譽，決定承付全部「迫簽紙幣」。1946年 4月 2日，港英

政府與滙豐共同制定「迫簽紙幣」合法化方案，滙豐同意將 100萬英鎊

存入外匯基金，作為這些非法額外發行港幣的部份保證金，而港府則

同意在若干年內將該項外匯基金投資所得的利息用以補足缺額。事後證

明這一決定對香港貨幣和銀行制度的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有關安排雖

然使滙豐和港府在資金方面有所損失，但卻贏得了市民對港幣可靠性的

信任。⑯

1946年，中國內戰烽火再起，政局動亂，國內不少富裕人家和大商

號紛紛將家眷安頓到香港。據記載，在香港告羅士打大酒店及其他大飯

店的大廳裏，一到「飲茶時間」，就擠滿了從上海逃難來的商賈。⑰ 其

後，國民政府在內戰中節節敗退，開始大量發行金圓券、銀圓券，法幣

大幅貶值。面對這種變局，江浙一帶富裕人家及華南地區殷商富戶紛紛

將手中的紙幣兌換成外幣、黃金。在這股拋售本國紙幣以求保值的洶湧

浪潮中，大量資金透過不同渠道流入香港，直接注入外匯市場、證券買

賣及金銀炒賣市場。據估計，1947-1950年間流入香港的資金，加上無形

的貿易順差，相當於國民所得的 48%。⑱ 這一時期，香港金融市場呈現

了異常的繁榮景象。

法幣匯價的大幅暴跌，引發了香港金融市場炒賣美鈔、盧比、西貢

紙等外匯，以及炒賣黃金、白銀的空前熱潮。當時，上海、廣州的行莊

與香港的銀行、銀號、行莊等結成三角套匯關係，將內地巨額資金由法

幣兌換成港幣、外幣或黃金、白銀，在香港進行炒賣或外逃境外。影響

所及，香港「對敲」金號、金飾店舖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戰前，香港金

舖總數不足 100家，但戰後初期急增至 200多家。這些金號、金舖多為

華商經營。1947-1949年間，香港黃金炒賣盛極一時，黃金價格暴漲暴

跌，主要視上海、廣州金價漲落及香港對黃金供求情形而定。香港的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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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錢莊甚至銀行都紛紛參與投機，狠狠地賺了一把，並引發了香港金

融市場一場空前的投機狂潮。

這一時期，香港各種類型的銀行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1946 年

底，僅西式銀行的數量就增加到 46家，比年初增加了一倍。由於沒有

法律限制，任何人、任何公司，特別是金銀首飾店、匯兌公司甚至旅行

社，只要有一定的資本、一定的業務聯繫，都可以登記為銀行，在香港

開設銀行、銀號、找換店或可供存款的店舖。有一位觀察家曾說過：「戰

後只要持有 100萬港元已繳資本就可以在港開設一家商業銀行，這種情

況簡直難以想像。然而事實就是這樣，並非辦不到。」⑲ 

長期以來，港英政府按照不干預的傳統政策，對金融業並未進行任

何嚴格的監管，任何人、合夥或公司都可自由從事銀行業務。政府對銀

行業的管理，主要限於由英國政府批出的皇家特許證和港府財政司對商

業銀行發鈔的批准。20世紀 30年代港英政府曾兩次準備對銀行業實行

立法監管，但最終也不了了之。二次大戰後，政府最重要的管理就是推

行了一些外匯管制措施。然而，銀行數量的急增以及銀行從事的投機活

動，引起了港英政府的關注。1948年港英政府在憲報中發表評論，指責

部份銀行從事投機及違背香港貿易或外匯管理規定的活動。這反映了當

時政府的憂慮與不安。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1948年 1月 29日，港英政府制定並正式通過

第一部銀行法律—《銀行業條例》（簡稱《條例》）。該條例非常簡單，

共有十五條款，其主要內容有：

（1）首次給「銀行業務」作出明確定義。《條例》第二條款規定：

「『銀行業務』指銀行所為業務，專收受活期或定期存款，或支付及收取

顧客提支或存入的支票，或經營匯兌或買賣金銀貨幣及金條銀條者。」

（2）確立銀行發牌制度。規定金融機構必須領有政府發出的銀行牌

照，才能使用「銀行」名稱並經營「銀行業務」。《條例》第四、五條款

規定：「所有公司如未領有總督在政務會所發執照，不得在本港繼續經營

或創辦銀行業務，總督在政務會有全權決定拒發此種執照，而不必說明

其理由」，「除領有執照經營銀行業務的公司以外，無論任何人如未經總

督在政務會許可，不得使用或繼續使用『銀行』或『信託』字樣或其他

相同名義或繼續使用任何名稱而含有經營銀行業務文義者」。第八條款

還規定，領有牌照的銀行每年須向政府繳納牌照費 5,000港元。此外還規

定，香港總督有權駁回銀行關於發給牌照的要求。實際上，香港的銀行

發牌制度，可追溯到 1867年政府通過的一個法案，這是香港最早的銀行

法規，該法規給予香港上海滙豐銀行一個特別的牌照以經營銀行業務。⑳ 

（3）成立銀行業諮詢委員會。《條例》第六條款規定，總督將委任若

干委員組成一銀行業諮詢委員會，負責對銀行簽發牌照和管理工作進行

監督。

（4）規定銀行須每年呈交年度賬目表。《條例》第九條款規定：「所

有領照銀行須將最後審計資產負債對照表（年結）一份全年期內在每一

事務所及本港支行顯明地方標示之。」

1948年《銀行業條例》，是港英政府制定並頒佈的第一部銀行法

律。該法律確立銀行發牌制度，限制銀行業務予有牌照的銀行。該條例

是為滿足當時香港以轉口貿易為主的經濟發展需要而制定的，起草者並

未能預見到其後香港經濟向工業化的快速轉型。總體而言，它極為寬

鬆，也很不完善，例如《條例》對銀行業務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

「貸款」在定義中並無反映；《條例》對銀行業下的定義也太過廣泛含糊，

致使一些匯款公司、金銀商甚至旅行社也都按銀行條例登記了。㉑

另外，該條例對銀行保持儲備所根據的存款準備金率也沒有作出任

何規定。儘管早在 1930年就有專家提出了對銀行的即期和定期存款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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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0%和 3%保持現金儲備的建議（該建議沒有被接納）。有評論認為，

港英政府顯然是為了與英國的傳統保持一致，指望各銀行自我約束和內

部採取審慎態度。㉒ 由於 1948年《銀行業條例》對銀行的流動性沒有作

出任何規定，致使銀行能夠把以存款方式籌集的資金全部貸出，甚至將

這些資金投入到高收益、高風險類型的風險企業中，例如房地產企業，

這就為 1960年代的銀行危機埋下了伏線。

但是，《條例》對當時香港銀行業的健康發展仍然產生了正面的影

響。1948年，港英政府首次向銀行發放牌照，領取牌照的銀行共有 143

家。其後，香港銀行數目逐漸下降，銀行的素質也逐步提高，一些邊際

銀行遭到淘汰。到 1954年港英政府第一次公佈比較完整的銀行業資料

時，香港的持牌銀行減為 94家。這對保持金融業的穩定發展起了積極的

作用。

02

廖寶珊：戰後初期的潮商鉅子

》》早期潮商在香港的發展

潮商，又稱「潮汕商幫」或「潮州商幫」，主要指廣東潮州、揭陽、

汕頭、豐順等潮汕地區（原潮州府 /郡）的商人，是廣義上的粵商之

一。潮商崛起於明清之際。清朝康熙年間，海禁打開，潮汕商人開始與

東南亞諸國等進行貿易往來，逐漸發展成為中國舉足輕重的商幫之一。

因而，汕頭在清朝嘉慶年間之後逐漸演變成為一個中外聞名的港口。民

國初期出版的《清稗類鈔》，有一則《潮人善經商》的記述：「潮人善經

商，窶空之子，隻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無長物。受僱數年，稍稍謀獨

立之業，再越數年，幾無不作海外鉅賈矣。」

當時，很多潮汕商人到東南亞經商做生意，稍有基礎者便在當地

成家立室，或將家鄉中的親友接到南洋。經過一百多年發展，東南亞

諸國尤其是現今泰國等地的潮汕籍華僑越來越多，逐步形成海外華人

社會。那一時期，潮州對南對北的貿易，以潮汕地區澄海縣、饒平縣

為轉口中心，輸出的貨品以紅糖為大宗，每年三四月間，便乘南風之

利將貨品裝上帆船運往華北天津各埠，把各種貨物沽清，收取現款後

再購入棉花、色布、大豆以及其他土特產品，乘初秋東北風漸起，開

船南回，部份在本地出售，部份則轉運到雷州、瓊州，乃至東南亞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