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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金控2017年及1Q18營運摘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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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基銀行主要因正常放款提存增加及提列遞延所得稅資產減損影響2017年獲利，惟2017年提存前獲利

(PPOP1)達新臺幣55.2億元，較2016年新臺幣50.1億元成長10.1% 

 2015年至2017年間授信餘額年均複合成長率達11.3%，優於銀行同業同期平均3.0%  

 開發金控2017年稅後淨利新臺幣116.9億元，較2016年成長97.5%，為近11年來新高 

 凱基證券持有中壽部位轉列權益法之一次性增值利益為新臺幣38.3億元，開發金控扣除收購凱基證券時中

壽帳列成本差異調整數後認列新臺幣24.8億元，凱基證券仍為2017年獲利貢獻最高之子公司 

 開發金控於2017年9月13日完成公開收購中國人壽25.33%(或8.8億股)已發行股份後，加計凱基證券持有中

國人壽之9.63%股份，成為中國人壽最大股東 

 長期獲利能力穩健，2017年續年度保費成長26%，帶動總保費成長8% 

 組織與業務全面轉型，國內財管業務營收2014年至2017年間複合成長率達27.9% 

 海外獲利貢獻為新臺幣8.5億元，創近四年來新高 

 持續活化直接投資部位，中華開發資本2017年上繳開發金控達新臺幣223億元 

 2017年底私募股權基金管理資產約新臺幣370億元，並已逐漸顯現投資效益 

開發金控 

凱基銀行 

中國人壽 

凱基證券 

中華開發資本 

開發金控2017年稅後淨利新臺幣116.9億元，為近11年來新高 

開發金控 – 2017年營運摘要 

註：1. Pre-provision operating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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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銀行之PPOP上升10.1%，凱基證券獲利因認

列中國人壽一次性投資利益而大幅增加 

子公司本期淨利，新臺幣百萬元 

註：1. 凱基銀行2017年因提列遞延所得稅資產減損新臺幣1,200百萬元等一次性因素影響，稅後獲利
由2016年之新臺幣3,827百萬元減少16.9%至2017年之新臺幣3,180百萬元，惟稅前提存前獲利 

(PPOP)由2016年之新臺幣5,014百萬元增加10.1%至2017年之新臺幣5,520百萬元，優於多數國內銀
行同業；2. 凱基證券2017年獲利包含認列中國人壽一次性投資利益新臺幣3,834百萬元 

開發金控稅後淨利，新臺幣十億元 

開發金控2017年稅後淨利較2016年成長97.5% 

+97.5% 

開發金控2017年稅後淨利新臺幣116.9億元，為近11年來新高 

開發金控 – 2017年營運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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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子公司獲利均較去年同期成長 

子公司本期淨利，新臺幣百萬元 

註：2018年第一季數據為自結數 

開發金控稅後淨利，新臺幣十億元 

開發金控1Q18自結稅後淨利較同期成長77.8% 

註：2018年第一季數據為自結數 

開發金控2018年第一季自結稅後淨利新臺幣31.9億元，較同期成長77.8% 

開發金控 – 2018年第一季營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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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股息發放率，百分比 

開發金控現金股息發放率高於金控同業 

註：1. 現金股息發放率 = 每股現金股息/每股盈餘。依各金控同業網站公布股息資料，包括華南金、
富邦金、國泰金、玉山金、元大金、兆豐金、臺新金、新光金、國票金、永豐金、中信金、第一金、
日盛金、合庫金； 2. 過去股息發放率不代表、亦不保證未來股息發放率，未來股息發放率仍需視屆
時各項因素而定 

開發金控近年來皆維持高股利政策  

 開發金控近年現金股息發放率(約70%)高於金

控同業水準(大多低於40%)  

 開發金控2013年、2014年、2015年及2016年

現金股息殖利率1分別為4.3%、5.9%、6.3%及

5.7%2 
註：1. 現金股息殖利率 = 現金股息/收盤價;2. 2013年、2014年、2015年及2016年現金股利分別為
每股新臺幣0.4元、0.6元、0.5元及0.5元，開發金控於2014年、2015年、2016年及2017年平均股價
分別為新臺幣9.39元、10.20元、7.95元及8.78元 

開發金控近年來皆維持高現金股息殖利率及股息發放率 

開發金控 – 維持高股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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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 (PRI)，

子公司中華開發資本及凱基投信

均已簽署臺灣證券交易所機構投

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另2016年即

成為CDP簽署會員，支持碳行動

倡議 

全面支持國際倡議 

 依循最新版全球性永續指

標準則 (GRI Standard) 編

製中英文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以彰顯開發金控對

公司治理透明化與企業永

續經營的決心與成果 

透明而公開的永續經營 

 積極推動金融教育傳承，與多

所大學開設金融講座等，並舉

辦社會企業金融論壇 

 扶植社會企業不遺餘力;凱基

銀行促成多檔公益信託;中華

開發資本成立創新加速基金 

長期推動社會關懷 

 凱基銀行於2017年成為臺灣

發行首批綠色債券之四家金

融機構之一 

 凱基證券更囊括臺灣綠色公

司債券之主辦承銷 

節能減碳不遺餘力 

開發金控積極參與國內及國際ESG問卷調查，得分均大幅提升 

 全球資本市場對永續發展及責任投資的強烈需求 

2008年金融危機後，被動式基金資產已增長四倍，約佔整體基金規模一半1，由於責任投資指數表現

多優於大盤2，指數成分股普遍下檔風險較低且獲利及現金殖利率較高，使機構投資人對永續發展議

題日益重視 

 開發金控持續推動永續發展之努力已獲多項肯定 

開發金控獲選為 FTSE4Good Emerging Market Index 成分股，另證交所為因應國際趨勢及市場需求，

陸續推出就業99指數、高薪100指數、公司治理100指數及台灣永續指數，開發金控均獲選為指數成

分股，不僅見證永續成效，亦有利於提高能見度以吸引全球資金 

永續發展議題已納入營運考量 

開發金控 – 永續發展已成為核心價值之一 

註：1. 根據 Morningstar 統計;2. 例如道瓊永續性世界指數2017年投資績效為24.2%，高於 MSCI世界指數的20.1%，另根據根據台灣指數公司與 FTSE Russell的統計，臺灣永續指數 (FTSE4Good TIP 

Taiwan ESG Index) 於2015年6月19日至2017年11月30日間，總報酬率29.23% (年平均報酬率11.73%)，亦優於台股加權指數績效28.84% (年平均報酬率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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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金控2018年展望及策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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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企業文化，個人與法人機構業務並進，以獲取穩定收益之營運模式為主 

資本重分配，擴大槓桿倍數，提升資本運用效益  

整合集團資源、強化客群經營及產品跨售綜效 

強化資產管理品牌，提升基金管理規模 

風險控管及資產活化 

積極推動公司治理及永續發展 

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 

開發金控 – 2018年展望及策略 

開發金控四大獲利引擎完備，有利於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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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授信規模以提升資金槓桿倍數及運用效益，完備產品線以提升手續費收入 

 過去兩年持續投入基礎建設，新核心系統將於3Q18上線，有利提升服務品質及增進效率 

 利用中國人壽、凱基證券及中華開發資本等資源加速成長;擴大海外布局，香港分行申請設立中 

開發金控四大獲利引擎完備，有利於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 

 中國人壽將與凱基銀行、凱基證券及中華開發資本進行全方位之跨售合作 

 台灣持續將傳統經紀業務轉型為財富管理服務 

 香港子公司經紀業務轉型為財富管理並將搭配融資服務以持續推升市佔率及增加獲利、泰國轉投資公司平

衡發展經紀及非經紀業務、新加坡子公司推出多項海外商品及基金滿足客戶全球布局需求，另印尼子公司

亦審慎擴點以拓展新客戶 

 推動全新投信品牌經營模式，3年內將基金管理規模成長10倍至新臺幣800 億元 

 加速活化直接投資部位並處分非核心資產，回收資本將重新分配至壽險及商銀業務 

 隨著私募股權基金展現投資績效，將降低基金之持股比，並善用財務槓桿以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 

凱基銀行 

中國人壽 

凱基證券 

中華開發資本 

開發金控 – 2018年展望及策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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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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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1H17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6.00  
6.51  

9.17  9.47  9.08  

保費規模及獲利動能持續成長，並維持充裕的資本適足率 

中國人壽 – 2017年營運概況 

註：1. Risk-based capital Ratio 

投資利差 

稅後淨利 

新臺幣十億元 

總保費 
新臺幣十億元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3.58% 3.48% 3.45% 3.35% 3.25% 

3.86% 
4.21% 

4.58% 
4.11% 

3.73% 

負債成本 投資報酬率 
369% 

>300% 
250-300% 

357% 

300% 

250% 

350% 

資本適足率 (RBC1)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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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銀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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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成長高於銀行同業同期3.0%平均水準 

嚴守授信紀律，持續優化資產品質 

充裕資本適足率以支應業務持續成長 
資本適足率，百分比 

擴大存款餘額並優化結構，以支持授信成長 
存款餘額，新臺幣十億元 呆帳覆蓋率，逾放比，百分比 

註： 2015年為包含開發工銀營業讓與擬制性資料 

2015-2017 CAGR 11.3% 

+16.0%  
YoY 

提存前獲利，新臺幣百萬元 

2017年提存前獲利(PPOP1)穩健成長10.1% 

註：1. Pre-provision operating profit，凱基銀行2016年提存前獲 

利下滑主要係受大陸貿融市場萎縮與臺灣雙卡利率上限調降影響 

凱基銀行淨收益組合，新臺幣百萬元 

2017年利息與手續費淨收益均呈雙位數成長 

註：凱基銀行2016年利息淨收益下滑主要係受大陸貿融市場萎縮 

與臺灣雙卡利率上限調降影響 

核心收益成長優於同業表現，2018年持續多元化營收來源，健全獲利結構 

凱基銀行 – 2017年營運概況 

+10.8% 

YoY 

+14.5% YoY 

授信餘額，新臺幣十億元;年均複合成長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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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持續多元化營收來源，健全獲利結構 

擴大授信餘額以提升資產收益，並完備產品線以提升手續費收入 

凱基銀行 – 2018年展望及策略 

 合理的風險報酬架構下，擴大授信資產規模 

• 發揮集團綜效，深耕集團客戶之企業金融與個人金
融業務，持續擴大客戶基磐 

• 積極擴大聯貸、房貸及中小企業放款業務，並提高
有擔授信，健全凱基銀行授信結構 

 提升手續費收益以提升收益率 

• 加強產品跨售、財富管理與企業的金流管理及金融
交易服務，提高手續費收益，以提升收益率 

 配合集團海外布局，強化跨境金融服務網絡 

• 待主管機關核准後，將設立香港分行。藉集團成員
海外資源，爭取成為以跨境貿易為主企業之主要往
來銀行，提供金流管理服務，交叉銷售金融商品 

 金融科技應用升級以擴大客戶基磐 

• 新核心系統即將於2018年第三季上線，有利提升服
務品質及增進效率 

• 透過與異業平臺串接，迅速擴大客戶基磐 

2017年九月底總資產/淨值，倍 

凱基銀行將提高槓桿倍數，以促進資金運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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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整合集團資源，以存款及金流服務先行，逐步擴展至理財與貸款產品 

凱基銀行 – 集團跨售策略 

 針對證券經紀業務零售客戶，藉證券交割戶開立，建立入

門互動，除降低本行資金成本，亦建立後續跨售機會 

 提供證券承銷業務客戶籌資股款代收，並切入承銷企業之

員工薪轉業務，配合企業授信，共同為客戶建立健全且多

元的融資架構 

 提供股代客戶股利代付服務；另提供外資保管、員工持股

信託、股票簽證及公司債受託等信託服務 

 引介銀行客戶開立證券戶，滿足客戶多元理財需求 

 藉由全方位的金流與交易服務(如保費代收、信用卡收單

等)，掌握業務機會 

 銷售中國人壽商品以滿足銀行客戶理財保障的需求 

 以薪轉戶切入被投資戶公司員工往來，並輔以企業授信等

金融服務，逐步爭取成為主要往來銀行 

 爭取直投投資戶成為銀行高端理財客戶 

 引介銀行高淨值與專業投資客群成為私募基金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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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3.0 提供超過150項的數位

服務，且僅服務銀行自有客戶 

行動身分認證 

數位貸款 

針對數位生活領域並致力於創造

最佳客戶體驗的創新科技業者 

數位金流 

AI+大數據 

API 

 客製化金融服務的任意門  提供客製化金融服務的任意門 

 隨插即用、無縫接軌的創新金融

服務 

CWMoney Pi iCHEF 

C C C C C C B B B 

網銀 行動銀 

P2P金流保管、

信用評分 

生活繳費 AI+大數據 

信用評分 

生活繳費 

透過服務升級與異業平台串接，擴大應用場域與客戶基磐 

凱基銀行 – 金融科技發展策略 

生活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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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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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手續費，新臺幣百萬元 

臺灣經紀業務為穩定收益來源 海外獲利轉虧為盈 
整體獲利(臺灣及海外子公司)，新臺幣百萬元 

凱基證券 – 2017年營運概況 

財管業務營收持續成長 

凱基證券財富管理營收，新臺幣百萬元；年均複合成長率，百分比 

傳統經紀業務持續轉型財富管理 

3年 CAGR=27.9% 

投資組合組成，百分比；總市值，新臺幣十億元 

投資組合以固定收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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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凱基證券市場地位 市佔率 排名 

投行業務能力 

股權承銷總金額 28.0% #1 

財務顧問案件數 10件 #1 

債券承銷總金額 10.6% #1 

機構業務能力 

FINI現貨交易 3.7% #1 (國內券商) 

借券 22.3% #2 

營業處所公債交易金額 12.1% #2 

網點銷售能力 
經紀業務 8.3% #2 

融資 8.4% #2 

產品創新能力 

權證次級市場交易 13.6% #2 

股權選擇權 64.8% #1 

利率交換 22.8% #1 

轉換債資產交換餘額 26.4% #1 

結構型商品 15.9% #3 

臺灣各項業務均維持優勢領導地位 

凱基證券 – 2017年業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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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揮既有業務優勢，與集團成員更緊密合作，
以強化客群經營並發揮集團綜效 

 傳統經紀業務持續轉型財富管理 

• 臺灣持續將傳統經紀業務轉型為數位化財富管理服務，
2018年資產管理規模目標成長至逾新臺幣1,200億元 

 發揮產品及市佔優勢，強化綜效 

• 借券業務:加強整合券源以優化客戶服務 

• 財管業務:共同強化理財專員訓練  

• 債券業務:結合凱基銀行之匯率型衍生性商品，及中國
人壽國際債的投資需求，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 

• 資本市場業務:將串聯集團子公司間之首次公開募資、
現金增資、授信、財富管理、信託、直投等商品，提供
法人戶一站式購物服務 

 海外業務深耕在地化服務 

• 香港經紀業務轉型為財富管理服務，香港子公司將搭配
融資業務以進一步推升市佔率 

• 新加坡子公司以多項海外商品及基金滿足客戶全球布局
需求 

• 印尼子公司審慎擴點以拓展新客戶 

• 轉投資泰國證券公司平衡發展經紀及非經紀業務 

加強投信子公司實力及提升自營部位投資收益，
使收入來源多元化 

 建立全新投信品牌經營模式 

• 新任頂尖專業管理團隊目標於三年內基金規模成長
10倍；為客戶提供客製化的產品與投資方案，提供
客戶導向的全新智慧財富管理 

• 2018年至2020年間，每年擬推出三檔新基金，以
滿足投資人需求 

• 提升數位行銷工具應用，以利即時而有效與客戶溝
通、滿足客戶的需求 

 股票自營業務擴大投資規模及維持風險控管品質 

• 交易團隊菁英化，動態管理交易員間資金分配，以
更高效率創造穩定獲利 

• 強化中小型股選股策略強項，並提高可用資金水位，
適時調整權值股投資部位，把握市場行情 

• 1H18年景氣擴張及通膨回溫且金融環境相對寬鬆，
惟預期2H18市場流動性風險持續增加，將集中持
股並搭配避險工具，於市場波動中追求績效穩定成
長 

凱基證券 – 2018年展望及策略 

持續發揮既有業務優勢、強化跨售綜效，加強投信品牌並提升股票自營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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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開發資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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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規模，新臺幣十億元 

2017年底中華開發資本資產管理規模已達新臺幣370億元 

管理費年收入，新臺幣百萬元 

經常性管理費收入隨資產管理規模而增加 

投資部位隨著資產活化而逐漸下降，管理費收入隨資產管理規模而增加 

中華開發資本 – 2017年營運概況 

累計現金淨回收，新臺幣十億元 

持續透過資本市場活化投資部位 

投資組合評價，新臺幣十億元 

自有投資組合部位隨著資產活化加速而逐漸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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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的處分規劃 

• 加速活化直投部位並處分非核心資產，以提升資金運用效率 

• 積極透過股票市場處分投資 

• 為因應IFRS 9之實施，2018年積極降低上市櫃投資戶之直接投資部位，以降低部分損益之衝擊 

 成功轉型為資產管理模式 

• 2017年底之資產管理規模已達新臺幣370億元，較前年成長 8.1 % 

• 已積極擴大現有基金之規模，例如創新基金及優勢基金 

• 即將籌集CDIB Capital Global Opportunities Fund及大中華生醫基金 

• 預計2018年將達新臺幣450億元 

 提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積極推動跨售 

• 透過嚴謹的投資紀律以建立優質投資績效 

• 透過對外籌集新基金及積極發展基金顧問業務以提升管理費收入 

• 加速活化直投部位並處分非核心資產 

• 積極推動跨售合作 

中華開發資本 – 2018年展望及策略 

 加速處分直接投資部位、資金重分配、擴大基金規模及推動跨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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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1 $1 - $5 $5 - $20 $20 - $50 $50 - $300 

RMB1,000mn 

NT$678mn 

39% 

NT$1,072mn 

61% 

RMB485mn 

48% RMB515mn 

52% 

亞洲/北美 

大中華區 

臺灣 
美元基金已投資金額及比例 

新臺幣基金尚可投資金額及比例 

人民幣基金已投資金額及比例 

美元基金尚可投資金額及比例 

人民幣基金尚可投資金額及比例 

新臺幣基金已投資金額及比例 

華南 
基金 

生醫   
基金 

育成 創建期 成長期 
中型企業 

成長及併購 

大型企業 

成長及併購 
投資階段 

個案投資規模 

(美金百萬元) 

CDIB Asia Partners Fund 

US$318mn 

(78%) 

US$87mn 

(22%) 

華東 
基金 

RMB618mn 

62% 

RMB382mn 

38% 

NT$324mn 
22% 

文創基金 

US$25mn 
25% 

US$75mn 
75% 

阿里巴巴 
臺灣創業者 

基金 

NT$126mn 
15% 

NT$714mn 
85% 

創新                 

基金 

華創毅達 
生醫基金 

 

NT$1,176mn 

78%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已逐漸顯現投資效益 

中華開發資本 – 持續拓展資產管理業務 

 
優勢基金 

 

NT$971mn 
21% 

NT$3,569mn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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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