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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金控2018年展望及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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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金控跨入創投/私募股權、證券、銀行及壽險四引擎時代 

開發金控於9月13日順利達成公開收購中國人壽 25.33% (或8.8億股)已發行股份後，加計凱基證券原    
已持有中國人壽之9.63%1股份，成為中國人壽最大股東。開發金控將透過證券、銀行、創投/私募股
權與中國人壽進行全方位之合作，提升中國人壽整體投資報酬率，及提高開發金控每股盈餘及股東權
益報酬率 

中華開發資本2之直接投資部位將隨資產活化而下降3，現金淨回收將持續增加。另持續發展資產管理       

業務，2017年上半年已完成籌募兩檔新臺幣私募股權基金，並預計於下半年完成籌集大中華生醫基
金，2017年合計共新增約NT$87.4億元4 

凱基銀行因正常放款提存增加及提列遞延所得稅資產減損影響獲利，惟將持續擴大放款與資產規模以
提升資金運用效益，並利用集團資源共同行銷以擴大客戶基礎。另將參股江蘇銀行發起設立之消費金
融公司 

凱基證券將持續轉化經紀業務內涵為交易與資產配置兼顧的財富管理業務，並發揮亞太區域平臺綜 
效。受惠於台股、港股日均量回升及有效強化海外風控，1H17獲利較1H16提升230% 

 資本重分配將有助於提升資本使用效率 

開發金控暨子公司以其強健資本水準，持續將資本由低槓桿的業務轉移至較高槓桿的業務，有助於提
升股東權益報酬率  

持續審慎評估併購可能 

 開發金控將維持高股息政策 

開發金控近年現金股息發放率及現金股息殖利率均遠高於金控同業平均水準5 

 開發金控持續推動企業永續責任之努力已獲多項肯定 

開發金控將善盡企業永續責任、提升公司治理績效、提供透明資訊，以推動與投資人之溝通 

2018年展望及策略 

開發金控 

註：1.截至2017年9月30日，不含凱基證券持有中國人壽之衍生交易部位；2.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已於2017年3月15日正式改制更名為中華開發資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中華開發資本”)；3. 直接投資部位已
由2012年底NT$666億元下降至2Q17季底477億元，含中華開發資本持有開發金控之庫藏股；4. 2017年3月已完成設立創新基金NT$7.5億元，2017年5月已完成設立優勢基金NT$35億元，另預計於2017年下
半年完成籌資大中華生醫基金RMB10億元，依2017年6月底人民幣匯率NT$4.49元換算約為NT$44.9億元；5. 開發金控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現金股利分別為每股NT$0.4元、0.6元、0.5元及0.5元，
現金股息殖利率則分別為4.3%、5.9%、6.3%(各依當年度平均收盤價計算)及5.9%(依2017年1至9月間平均收盤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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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金控2017年上半年獲利貢獻按子公司分類，新臺幣百萬元 

中華開發資本為獲利貢獻最高之子公司 

註：1. 扣除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2. 凱基銀行及凱基證券投資收益已扣除價格分攤；3. 開發金控
1H17稅後淨利NT$35.38億元，較1H16稅後淨利NT$18.88億元成長87.4%     

按子公司分類之本期淨利，新臺幣百萬元 

銀行業務因受正常放款提存增加及提列遞延所得

稅資產減損影響獲利，惟其授信規模擴大仍有利

於其收益成長 

中華開發資本為2017年上半年獲利最佳的子公司 

2017年上半年稅後淨利–開發金控 

註：1. 淨利摘錄自各子公司之簡明個體財報數；2.中華開發資本1H16底獲利(含未實現獲利)為
NT$4,891百萬元，1H17獲利(含未實現獲利)為NT$6,096百萬元；3. 凱基銀行因自有資金受美金貶
值影響產生兌換損失(1H16為NT$1.09億元，1H17為NT$2.43億元)及1H17提列遞延所得稅資產減損
NT$2億元等一次性因素影響，稅後獲利由1H16之NT$20.4億元減少19.3%至1H17之NT$16.4億元，
惟稅前提存前獲利 (PPOP)由1H16之NT$21.90億元增加11.6%至1H17之NT$24.45億元，優於多數
國內一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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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金控2017年上半年獲利貢獻組成及

各業務淨收益組成，百分比  

凱基銀行業務持續發展 

銀行業務為主要穩定獲利來源，惟證券業務於2017年上半年因市場活絡而提升獲利 

轉型後的收益來源 

銀行業務 

創投及 
資產管理 

證券業務 

國際業務                          大中華業務 

註：1. 1H17經常性收入為NT$88.5億元，佔當期總淨收益63%；2.位於中間下面之深紅色圓形圖顯示金控獲利組成，其他橘色圓形圖顯示各事業群之淨收益組成 

淨利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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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淨投資 
 收益 
                         



本簡報由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開發金控」)所編製，所載之資料、意見及預測乃根據本公司認為可靠之資料來源及以高度誠信來編製，惟開發金控成員並不就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

整性或正確性作出明示或默示之保證，亦不會對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負任何責任或義務。本簡報僅供參考，未經本公司批准同意，本簡報不得翻印或作其他任何用途。 
8 

第一階段： 

併購凱基證券 

100% 100% 100% 

證券業務 

期貨業務 

投顧業務 

投信業務 

海外證券業務 

企業金融業務 

金融交易業務 

註： 1.中華開發工業銀行已於2015年5月1日完成營業讓與，並於2017年3月15日改制更名為中華開發資本股份有限公司；2.萬泰銀行於2014年9月15日股份轉換基準日後，已成為開發金控100%子公司，
並於2015年1月2日更名為凱基銀行。凱基銀行包括萬泰銀行及中華開發資本之企業金融、金融交易、中華開發管理顧問(股)公司等；3.截至2017年6月30日；4. 含文創基金(基金規模15億元)、生醫基金(基
金規模17.5億元)、創新基金(基金規模7.5億元) 及優勢基金(基金規模35億元)；5. 含華東基金、華南基金及預計在2017年下半年完成籌資之大中華生醫基金，基金規模各RMB10億元；6. Asia Partners基金
(基金規模US$4.05億元)及阿里巴巴臺灣創業者基金(基金規模US$1.0億元)；7. 開發金控已於2017年9月13日完成收購中國人壽25.33%股權(880,000仟股)，加計凱基證券原先持有中國人壽之9.63%，成為
中國人壽最大股東 

商人金融業務 

租賃業務 

財富管理業務 

分行業務 

消費金融業務 

第三階段： 

併購萬泰銀行 

第二階段： 

轉型資產管理營運模式 

基金投資 

NT$64億3 

直接投資 

NT$411億3 

2 

美元基金 

基金規模：共US$5.05億元6 

新臺幣基金 

基金規模：NT$75.00億元4 

人民幣基金 

基金規模：共RMB30.00億元5 

第四階段： 

轉投資中國人壽34.96% 

人壽保險 

年金保險 

健康保險與傷害保險 

旅行平安保險 

1 

投資型保險 

團體、微型保險 

7 

併購凱基證券、轉型資產管理營運模式、併購萬泰銀行及轉投資中國人壽 
 
 

開發金控轉型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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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中國人壽後，開發金控合併資產由NT$0.9兆元提升至NT$2.3兆元，在16家金控中排名第10 

開發金控規模遠低於金控同業平均，公開收購中國人壽股權後將提升市場地位 

轉投資中國人壽之策略意義–擴大業務平臺與提升市場地位 

  4.5  13.0  10.1  10.0   6.7   6.6   6.4   5.1   5.0  16.7   4.4   4.0   3.3   3.2   1.9   0.6   0.5 

  4.5  12.2   7.9   7.7   7.6   6.5   6.0   5.4   5.1  15.3   4.3   4.1   4.0   3.9   3.6   1.0   1.0 

市佔率
(%) 

市佔率  
(%) 

開發金控合併股東權益亦由NT$1,644億元提高至NT$2,387億元，在16家金控中排名第6 

合併資產
(NT$兆元) 

合併 

股東權益 

(NT$十億
元) 

註：截至2017年6月30日擬制性數據 

註：截至2017年6月30日擬制性數據，包括非控制權益NT$77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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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金控透過證券、銀行、創投/私募股權與中國人壽進行全方位合作  

轉投資中國人壽之策略意義–創造業務交叉銷售機會 

 提升金控自有通路佔中國人壽銷售通路的比重，增加中國人壽總保費收入及獲利 

 對中國人壽保戶與員工跨售銀行財富管理、消費金融與證券經紀業務 

 中國人壽目前分散配置於外部其他金融機構之資源，整合於金控的凱基銀行及證券 

 提供完整之金融服務與在地客製化之金融商品 

各子公司 產品/服務 通路 競爭優勢 

凱基銀行 
存款/財富管理/ 

貸款/信用卡 

分行理專/ 

數位通路 

商品特色、 

業務關係與便

利地域性 

凱基證券 

各類投資商品 

(現貨/期貨/債

券/衍商/投信) 

分公司營業

員/數位通路 

商品特色、 

業務關係與客

戶風險屬性 

中國人壽 各類保單 
業務員等 

多元通路 

商品特色 

與業務關係 

各子公司 產品/服務 通路 競爭優勢 

凱基銀行 價值高/套裝

複合式商品 

 

 

 

 

單一金融商品 

目標市場區隔 

 

 

多元化具整合

性通路 

 

數位金融虛擬

通路的應用 

• 商品完整性

及多樣性 

• 價格優勢 

• 資訊科技 

• 客戶區隔 

• 快速反應 

• 客戶關係 

• 跨業聯盟 

凱基證券 

中國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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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亞太地區 

全球 北美 

收購 成長性資本 平衡型 企業重整 創投 

中華開發資本可協助中國人壽建構完善資產配置，提升整體投資報酬率 

轉投資中國人壽之策略意義–創造業務交叉銷售機會(續) 

 自2006年以來，中華開發資本總共投資US$550百萬元於全球超過40檔一流私募股權基金(由32個GPs管理) 

 中國人壽的國內、外債券配置(16.3%及62.4%) 1高於同業，國內、外股票投資(8.8%及3.0%) 1則低於同業，中華開

發資本可協助增加另類投資(例如私募股權基金) 。假設提升整體投報率10bps，預期可增加獲利10億元 

註： 1.截至2017年6月30日 



本簡報由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開發金控」)所編製，所載之資料、意見及預測乃根據本公司認為可靠之資料來源及以高度誠信來編製，惟開發金控成員並不就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

整性或正確性作出明示或默示之保證，亦不會對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負任何責任或義務。本簡報僅供參考，未經本公司批准同意，本簡報不得翻印或作其他任何用途。 
12 

中國信託參股泰國 

   LH Financial Group 

   (參股35.6%/NT$15.2bn) 

富邦金控收購大陸 

   華一銀行 

   (收購20%/Rmb2.13bn) 

法規政策鬆綁，以壽險為主體進行海外併購比例提升且併購金額高 

轉投資中國人壽之策略意義–加速亞洲佈局 

國泰人壽收購印尼 

   Bank Mayapada 

   (收購40%/US$314mn) 

富邦人壽收購大陸 

  中信資本 

  (收購20%/US$240mn) 

富邦人壽收購韓國 

   現代人壽  

  (收購48%/US$204mn) 

元大銀收購菲律賓 

   東洋儲蓄銀行 

   (收購100%/US$10.9mn) 

國泰證券收購香港 

   宏遠證券 

   (收購100%/US$5mn) 

 

 

 

 

 

 

 

資料來源： Bloomberg；公開資訊觀測站；報紙 

2016 

開發資本、凱基證券及凱基銀行已有豐富的海外發展經驗，中國人壽也已投資中國建信人壽，中國人壽
加入開發金控後可以互相分享資源，加速整體亞洲佈局 
 

2015 2014 2013 2012 

富邦金控收購大陸 

   華一銀行 

   (收購80%/US$905mn) 

國泰世華收購柬埔寨 

   新加坡銀行 

   (收購70%/US$22.5mn) 

 

 

 

中國信託收購日本  

   東京之星 

   (收購98%/US$529mn) 

 凱基證券收購新加坡 

    Ong First Tradition 

   (收購100%/US$39mn) 

玉山金收購柬埔寨 

   聯合銀行 

   (收購70%/US$69mn) 

 

 

 

 

 

 

 

國泰人壽收購菲律賓 

   中華銀行  (RCBC) 

   (收購30%/US$570mn) 

元大證券收購韓國東洋 

   證券 

   (收購50%/US$257mn) 

國泰人壽收購美國康寧 

   資產   

  (收購100%/US$240mn) 

凱基證券收購新加坡 

   Am Fraser 

   (收購100%/US$30mn) 

凱基證券收購香港TG  

   Holborn 及 AlphaAm 

   (收購100%/HK12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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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中國人壽後，開發金控將充分使用資本，大幅提升財務槓桿 

轉投資中國人壽之策略意義–提升資本使用效率  

開發金控子公司資本分配，百分比 

資本由開發資本重新分配至凱基銀行及中國人壽 

財務槓桿，倍數  

開發金控的擬制性財務槓桿將大幅提高至8.6倍，
大幅縮小與金控同業的差距 

財務比例 (%) 
2017年 

第二季底 

擬制性           

(投資中國人壽後) 

開發金控–資本適足率 117.8    109.31 

開發金控 –雙重槓桿比 105.3 121.61 

 

凱基銀行–資本適足率 
(2017年法定資本適足率：

9.25%)  
 

12.9 13.2 

 

凱基證券–資本適足率 
(大部分業務申設要求高於

200%)  

 

323 2522 

註：1. 資料來源:銀行局金融統計，截至2017年6月底; 2. 2Q17開發金控加計中國人壽擬制財務
槓桿以中國人壽2Q17底總資產新台幣13,823億元及總淨值新台幣854億元乘以34.96%持股比計算; 

3. 國內金控同業平均不含開發金控或中國人壽 

註：3Q17底擬制數以開發金控子公司自結數及對中國人壽投資估算，其他以淨值估算 

註：1.已發行次順位公司債NT$100億元；2. 凱基證券減資NT$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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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管理： 2016年全年節電16萬度 

 綠色採購： 2016年總綠色採購金額約NT$4,177萬元 

 溫室氣體： 2016年導入ISO 14064-1溫室氣體盤查 

 員工參與： 舉辦「節能減碳之愛地球-說走就走」競賽活動、「一日不紅肉」減碳餐食活動 

 綠色金融： 凱基銀行於2017年成為台灣發行首批綠色債券之四家金融機構之一 

 重視資訊安全，凱基證券2016年12月取得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制度認證 

 關懷弱勢族群，凱基銀行「無障礙網路」2016年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A+標章 

 培育新創事業與人才，中華開發資本成立「創新加速基金」 

 2011年起依全球性永續指標(GRI) G3.1、2014年依G4.0編製中英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2017年起，導入整合性報告書原則，以五大資本作為主軸，聚焦於開發金控之短、中、長

期企業價值與重點績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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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聯合國全球盟約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長期發展主軸 

 支持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 (PRI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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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盡投資或履行受託人責任 

 自2016年起，成為CDP簽署會員，支持碳行動倡議 

 2015年首次參加Bloomberg ESG Survey，2016年總得分居臺灣金融同業之冠  

 2017年首次參加FTSE ESG Survey，獲選為FTSE4Good Emerging Market Index成分股 

 開發金控於2017年4月第三屆公司治理評鑑屬前5%之企業   

積極參與國內及國際ESG問卷調查，

得分均大幅提升 

全面支持國際倡議 

透明而公開的永續經營 

長期推動社會關懷 

節能減碳不遺餘力 

開發金控持續推動永續發展之努力已獲多項肯定 

4. 策略選擇方案 

永續發展議題已納入營運考量 

永續發展已成為開發金控核心價值之一 

註：1.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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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銀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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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銀行稅後獲利貢獻按業務分類，新臺幣百萬元 

凱基銀行獲利來源均衡 

2017年上半年獲利結構健全 

 

凱基銀行–獲利 

註： 1. 其他收支及費用包含所得稅及總行未分攤之費用；2.稅後淨利NT$1,643百萬元係以合併財報數表達，包含非控制權益NT$4.6百萬元 



本簡報由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開發金控」)所編製，所載之資料、意見及預測乃根據本公司認為可靠之資料來源及以高度誠信來編製，惟開發金控成員並不就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

整性或正確性作出明示或默示之保證，亦不會對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整性或正確性負任何責任或義務。本簡報僅供參考，未經本公司批准同意，本簡報不得翻印或作其他任何用途。 
17 

1H17獲利表現回顧 

 

凱基銀行–獲利 (續) 

1H17稅前提存前獲利與稅後淨利之同期比較，百分比 

凱基銀行核心獲利表現優於多數一線銀行 

註：國內主要同業包含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託、台北富邦銀行、台新銀行、永豐銀行、新光銀行 

持續擴大授信規模及維持資產品質，建立穩定收
益基礎 

 2017年上半年凱基銀行放款年增率達18.6%，

使正常放款提存費用增加，然授信規模擴大，且

資產品質穩定，逾放比維持0.28%1，放存比進

一步提升至79.5%1，有利於經常性收益的持續

成長 

 金融交易收益挹注、放款成長及手續費穩定，凱

基銀行2017年上半年稅前提存前獲利年增率達

11.6%，優於多數國內一線銀行 

 2017年上半年一線銀行稅後淨利表現分歧，平

均成長幅度5.7%。然凱基銀行受提列遞延所得

稅資產減損、自有美元資金部位產生之匯兌損失

及放款提存增加影響，稅後淨利較去年同期衰退

19.3% 

註：1. 截至2017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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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整合集團資源，建構優質服務平台，擴大業務與客戶基磐 

凱基銀行–2018年展望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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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合理的風險報酬架構下，擴大授信規模，增加穩定經常性收益，並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 

 調整獲利結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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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手續費收入 

• 積極擴大聯貸、房貸及中小企業放款業務，並提高有擔授信，健全本行授信結構 

 完備產品線與服務項目 

• 擴張財富管理商品線之廣度與深度，促動潛力客戶，並精耕客戶關係 

• 整合金融科技，持續提升金融服務平臺品質與服務項目，優化個法人用戶線上與移動端體驗 

 加強海外布局與異業結盟 

• 發揮中型銀行彈性優勢，建置API1 Bank，模組化數位服務，加速與合作夥伴介接，導入新客戶 

• 運用集團區域布局，強化子公司間業務合作深度，提升優質集團滲透度 

• 將參股江蘇銀行發起設立之消費金融公司，開發創新消費金融業務 

註：1.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即應用程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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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擴大客戶與資產基磐 

凱基銀行–個人金融業務策略 

 存款業務：透過各類專案吸收臺幣活期存款與外幣存

款，優化存款結構 

 授信業務：持續推展房貸，增加有擔授信資產，健全

個金授信結構，並擴大客戶基礎；優化貸款線上平臺、

擴編業務團隊 

 財富管理業務：持續擴大財富管理業務與規劃團隊，

加強服務專業度與客戶黏著度；核心產品以固定收益

基金及產品為建議配置主軸，提高客戶資產穩健性 

業務策略說明 

財富管理手續費收入維持穩健 新增客戶持續成長 

新增客戶數成長率，百分比 

房貸動能強勁，維持每季成長5-6% 

房貸餘額，新臺幣十億元 

財富管理手續費收入，新臺幣百萬元 



本簡報由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開發金控」)所編製，所載之資料、意見及預測乃根據本公司認為可靠之資料來源及以高度誠信來編製，惟開發金控成員並不就此等內容之準確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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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客群 經營重點 

•精耕客戶關係 

•追求收益成長 

•促進升等動能 

•促動收益提升 

•增加產品持有數 

•驅動資產升等 

信用卡 

個人信貸 

房屋貸款 

•促動潛在財富管理
客群 

                            

聚富理財會員 

(300~1000萬) 

尊富理財會員 

(1,000萬 

以上) 

昇富理財會員 

(100~300萬) 

一般客戶 

(100萬以下) 

專注提升服務品質，聚焦締結更緊密的客戶關係 

凱基銀行–財富管理全新會員機制 

品牌經營 經營主軸 

•建構財富管理潛力客戶辨識模型 

•建立財富管理品

牌價值 

•塑造財富管理專

業形象 

•客群接點規劃 

•理財產品銷售與協銷規劃 

•自動化理財諮詢服務 
•行舍整體形象規劃 

•千萬會員權益包裝 

•千萬會員專屬無限卡 

•高端家庭會員制度 

•專家團隊提供稅務/法律/會計諮詢服務 

•貴賓權益優化 

•會員介紹會員(MGM1)規劃 

•配置理財規劃顧問服務 

•專屬理財專員服務 

•發展理財會員(VIP2)客戶體驗方案 

註：1. Member get member；2. Very Importan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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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授信資產，並優化營收與授信結構 

凱基銀行–企業金融業務策略 

企業金融資產品質穩健 
大型企業逾放比，百分比 

大型及中小企業放款成長加速 

放款餘額同期成長率，百分比 

企業金融放款動能強勁，季複合成長率成長4.9% 

企金總放款，新臺幣十億元 
 大型企業：積極布局專案型融資，持續強化聯貸業務

市場地位；並配合南向政策，整合金融機構網絡平台 

 中小企業：加速授信業務推展，吸收活期存款，以提

升利差；並増加企業與企業主投資等相關產品跨售，

以提升手續費收益 

 增加大陸業務來源，積極與證券及租賃子公司合作，

推動多邊雙向合作，深化優質集團滲透度 

業務策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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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產品市場價值佔銀行簿總投資金額比例，百分比；銀行簿總投資組合市場價值，新臺幣十億元 

著重於高品質的公債、公司債及防禦型股 

維持穩健的投資組合，降低價值波動度，並穩定淨利息收益表現 

凱基銀行–金融市場業務策略 

 藉金融市場操作，充分運用剩餘資金，穩定淨利息收益率表現 

 債券投資：建立穩定收益部位以提升利差收入，依據利率環境變動調整投資部位之年期，降低部位評價波動度 

 權益證券投資：包括「防禦型股」、「高現金股利殖利率概念股」及「可轉換公司債」等三大資產，以「低波動」 

      、「高現金股利」及「資本利得」多重收益策略，分散平衡佈局，定期調整平衡比重，參與收益及成長投資機會 

註：1. 2017年上半年因應市場利率變動，擇機加碼國外公司/金融債；另因央行定期存單到期轉買可轉讓定存單，故自1Q17起新增臺灣可轉讓定存單及商業票據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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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跨界的合縱連橫策略，建構開放性互聯網金融平台 

凱基銀行–金融科技發展策略 

 2.  KGI 數位創新金融產品/服務 

境內金流 

跨境金流 

數位支付/存款 小額貸款 

信用評分 

投資/智能理財 B2B1供應鏈服務 

電商/數位產品 

通訊/社群 

3.  開發金投資數位生活科技 

數位生態系的跨境串聯 

遊戲/文創 數位醫療/健康 

數位生活 

布建國內應用網絡 

延伸海外跨國應用 

 1. KGI 開放的互聯網金融  

註：1. Business to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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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昆山 

福建 
昆山租賃 

香港 

泰國 

新加坡 

印尼 

聚焦亞洲市場，整合集團區域布局，強化跨境金融服務網絡 

凱基銀行–海外佈局規劃 

中華開發資本海外關係企業 

凱基證券海外關係企業 

凱基銀行未來佈局計畫 

凱基銀行既有據點 

新加坡分行  

內部評估中 

 作為法人金融業務跨足東協地區的跳板 

 整合授信與資本市場等跨境金融服務，強

化大型跨國企業及國際聯貸業務；中小企

業以貿易融資、應收帳款融資、貸款及資

金調度需求業務為主 

 持續深耕海外企業客戶、國際投行及私募

基金合作關係，加強東協地區專案融資及

財務顧問業務 

香港分行  

獲金管會核准，等待香港金融管理局複審結果 

 爭取成為以跨境貿易為主企業的主要往來銀
行，提供金流管理服務，交叉銷售金融商品 

 藉創投資源，配合大型企業財務操作、國際
聯貸、交叉銷售等風險移轉策略，尋求與國
際投行及私募股權基金及凱基證券的業務機
會 

 作為高淨值資產客戶跨足大中華投資之跳板 

消費金融公司  

2017年6月15日取得金管會核准，7月31日向銀

監局正式送件 

 擬參股投資江蘇銀行發起設立之「江蘇蘇銀

凱基消費金融公司」 

 因大陸消費信貸市場需求強勁，且大陸主管

機關對正規普惠金融的強力政策支持 

 結合合作夥伴豐富的在地資源優勢及本行的

消費信貸經營經驗，開創新興消費金融市場，

同時強化區域布局網絡，形成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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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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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收益明細，新臺幣百萬元  

經紀手續費收入為凱基證券 2017年上半年度主要收益來源 

註：含臺灣及海外子公司之合併財報數據 

3,320 
403 

884 
487 

919 6,014 

經紀手續費 

淨收益 

承銷費 

淨收益 

淨利息 

收益 

淨投資 

收益 

其他收益 淨收益 

2017年上半年度主要獲利來源為經紀手續費收入 

凱基證券–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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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數位科技優化服務，持續擴大財富管理業務 

• 臺灣：營業員理專化與服務數位化，藉由客戶分群與差異化服務滿足客戶多元化理財需求 

• 海外：強化線上與行動交易系統，運用國際商品平臺發展亞太區財富管理業務 

 成立全球金融市場團隊，擴展機構法人業務 

• 配置產品開發團隊與國際化專業銷售團隊 

• 整合區域產品與通路以服務全球機構法人客戶 

 發揮亞太區域平臺綜效，展現國際投行實力 

• 運用亞太服務平臺取得領先同業之配售優勢，積極發展國際投行業務 

• 臺幣債與國際版債券承銷業務並重，完整連結全球發行人與亞太區域投資人需求，將著重中國大

陸、美國與東北亞市場之開發 

 衍生性商品業務以商品創新能力提供內部金融產品，並以高速交易系統取得市場優勢 

• 開發多樣化交易策略與快速交易系統，因應市場變動追求獲利機會 

• 藉由成功跨境經驗，持續提升區域權證業務市佔率與獲利 

凱基證券–2018年展望及策略 

 組織與業務全面轉型，提升資源運用效率，追求海內外獲利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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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手續費組成，百分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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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基證劵融資餘額，新臺幣十億元 投資組合組成，百分比；總市值，新臺幣十億元 

臺灣投資組合仍以固定收益為主但比重減少 臺灣融資餘額持平 

整體獲利(臺灣及海外子公司)，新臺幣百萬元 

主要獲利來源為經紀手續費收入 

凱基證券–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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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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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2 

財務顧問案件數 6件 #1 

債券承銷總金額 9.9% #3 

機構業務能力 

FINI現貨交易 3.7% #1 (國內券商) 

借券 23.8% #2 

營業處所公債交易金額 11.2% #3 

網點銷售能力 
經紀業務 8.1% #2 

融資 8.5% #2 

產品創新能力 

權證次級市場交易 14.2% #2 

股權選擇權 64.9% #1 

利率交換 27.9% #1 

轉換債資產交換餘額 25.0% #2 

結構型商品 14.7% #3 

臺灣各項業務均維持優勢領導地位 

凱基證券–業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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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臺灣 

組織與業務轉型，結合數位科技，持續擴大財富管理業務   

信託資產規模逐年擴大 
信託資產規模，新臺幣十億元 

財富管理營收持續成長 

財富管理營收組成 

營收組成，百分比 

財富管理營收，新臺幣百萬元；年成長率，百分比  2017年財富管理業務營收持續成長，除了受惠於自然人

借券業務外，保險收入亦持續成長 

 除了引導證券營業員成功轉型為理財專員外，亦進行組

織轉型，設立客群經營部與數位發展部以洞悉市場發展

與客戶行為 

 運用大數據分析進行精準行銷，以達到有效客戶分群與

差異化服務 

 強化人員素質與業務內外部訓練，建立儲備理專人才庫 

人員與業務轉型，結合數位科技優化財富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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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臺灣 (續)  

運用集團通路之合作綜效與商品創新能力，維持各項業務之穩定領導地位 

凱基證券權證市佔率穩定 
權證交易市佔率，權證交易量佔大盤比重，百分比 臺、外幣債券承銷金額，新臺幣十億元；市佔率，百分比 

 2017年上半年度股權承銷業務主辦案總金額市佔率

23.07%，排名市場第二名，並獨家完成「樺漢科技」

大型海外ECB承銷案，展現國際投行配售能力 

 凱基證券2017年上半年度承銷國際板外幣債券金額達

NT$867.2億元，加計臺幣計價債券之總承銷金額達

1,032億元，市佔率9.9%，領先國內證券同業 

 因國際投行加入導致競爭加劇，除了維持國際板外幣

債券發行業務之市場地位外，2018年將同時積極強化

臺幣債承銷業務 

國際承銷實力堅強，位居同業領導地位 

 2017年上半年度權證交易市佔率位居市場第二名，下
半年度持續透過不定期行銷活動推升權證業務市佔率
與營收 

 跨境價差交易則因2017年上半年度國外市場行情不穩
定而減少套利機會 

 2018年將開發多樣化交易策略以擴大獲利來源，並持
續升級交易系統軟硬體速度以取得市場競爭優勢 

權證交易市佔穩居市場第二名 

 研究能力深獲肯定，外資法人經紀業務市佔率居本土券
商之冠 

 2018年持續推廣自然人借券以增加券源提升借券市佔率 

國際法人業務排名為國內券商第一名 

凱基證券之債券承銷金額與市佔率因競爭加劇而下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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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股東權益US$3.9億元6；據點數8  

 經紀業務位居華人券商領先群組 

 強化債券與衍商交易團隊與平臺 

 亞太區交易平臺與產品中心 

 
中國大陸 

 研究團隊位於上海及深圳 

 未來成長動力來源，規劃設立全牌照證券

子公司，完善亞太地區布局 

 
 股東權益泰銖52.6億元2；據點數18  

 期貨經紀排名第1 

 當地權證業務領導券商 

 當地債券業務領導券商，唯一獲泰國央行授

予Primary Dealer資格的券商 

註：1. 擁有股權比例34.97%；2. 截至2017年9月30日，泰銖52.6

億元 = US$1.6億元 

泰國1 

 股東權益NT$559.3億元5；據點數81   

 投行業務排名第2 (承銷金額) 

 外資法人經紀業務本土券商市佔排名第1 

 債券業務排名第2 

 經紀業務市佔排名第2 

臺灣 

 股東權益新加坡幣1.1億元3；據點數2  

 2017年10月完成KGI Securities (SG)與KGI 

Futures (SG)合併，存續公司為KGI 

Securities (SG)，主要業務為證券經紀業

務、期貨與外匯經纪業務 

新加坡 

註：3. 截至2017年9月30日，新加坡幣1.1億元 = US$0.8億元 

 
 矩陣式管理 

 績效導向 

 鼓勵創新 

 有效風險管理 

管理制度與精神 

 2016年8月完成收購印尼證券商HDSI，更名

為PT KGI Sekuritas Indonesia  

 股東權益印尼盾513億元4；據點數7 

印尼 

註：4. 截至2017年9月30日，印尼盾513億元 = US$381.1萬元 

註：5. 截至2017年9月30日 

註：6. 截至2017年9月30日 

大中華與東協為兩大目標市場 

凱基證券–亞太區域布局領先臺灣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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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香港、印尼及新加坡 

優化客戶服務、強化電子交易平臺並落實風險管理 
 

2017年上半年度港股日均量提升 
港股日均量，美金十億元 

凱基證券香港財富管理穩定成長 
財富管理AUM，美金十億元 

 設立商品開發與銷售團隊以強化經紀、核心客戶與機構

法人業務 

 建置自動交易系統以把握市場波動套利商機 

凱基證券香港強化商品開發與銷售能力，並把握市

場波動衍生商機 

 成立24小時交易室，發展海外股票經紀業務 

 新增多幣別融資業務，提供當地客戶多樣化產品選擇(包
括港、美、泰股)，並滿足客戶多幣別融資需求。 

 2018年將複製台灣經驗建置期貨線上交易平臺，滿足亞
太區高資產客戶之財富管理需求 

凱基證券新加坡落實風險管理並運用多元化商品積

極發展財富管理業務 

 擴增據點，聚焦證券經紀業務，以達到穩定獲利之目標 

 2018年建置網路交易平台，發展網路交易業務 

凱基證券印尼聚焦經紀業務 

港股成交量回升帶動營收成長 

 港股2017年上半年度成交量回升，凱基證券香港經紀業

務受惠市場情緒回暖帶動業務成長，且因交易策略方向

正確及投資銀行業務有成，整體營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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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基證券–泰國 

運用集團資源與創新技術深耕當地市場，追求業務穩定發展 

凱基證券泰國經紀市佔率穩定 

市場日均量，泰銖十億元；市佔率，百分比 

凱基證券泰國權證市佔率穩定成
長 
凱基證券泰國權證交易量市佔率，百分比 

凱基證券泰國One AM 管理資產
規模 
凱基證券泰國管理資產規模，泰銖十億元 

 凱基證券泰國為當地上市公司(代號：KGI TB)，凱基

證券持股 34.97%之轉投資事業；經紀、權證、債券

及資產管理等業務為主要獲利來源，收入多元 

 2017年上半年度經紀業務市佔率3.2%，排名第十二 

 2017年上半年度權證業務交易量市佔率31.3%，市場

排名第二。債券經紀業務市佔率4.99%，同業排名第

一 

 2017年上半年度One Asset Management (One AM) 

資產管理規模達泰銖1,011億元 

凱基證券泰國獲利持續穩健成長 

 2017年上半年度獲利主要來自權證業務 

 2018年將透過行銷活動與投資說明會向投資人推廣權

證交易，持續維持權證業務市場地位 

 持續精進網路下單及交易系統，保持相關業務之市場

領導地位 

運用集團資源移植商品創新技術，創造穩定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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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開發資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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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銀已於2017年3月改制更名為中華開發資本，為開發金控之創投子公司，以創投、籌集及管理私

募股權為其核心業務 

 有效運用自有資本 

中華開發資本投資業務部門將持續活化資產，回收資金用以強化快速成長的資產管理業務 

未來自有資金投資將以亞太區為主，聚焦投資於中華開發資本主導績效卓著的外籌基金 

 進一步加強專業投資團隊 

延攬數位資深專業經理人加入臺北、香港及上海辦公室 

各基金建立專屬團隊，追求跨基金的團隊合作 

 建立績效及擴大規模 

透過嚴謹的投資紀律以降低風險，審慎進行投資以建立優質的投資績效。具體的作為包括完整的投資

程序，健全的投資架構及分散的資產組合 

完成募集之各外籌基金逐步建立投資績效，並開始整合各投資團隊資源，據以規劃籌集新基金 

善用策略夥伴關係以擴大投資範圍 

中華開發資本–2018年展望及策略 

 成功轉型為資產管理之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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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部位隨著資產活化而逐漸下降 

中華開發資本–現金淨回收 

直接投資組合市值，新臺幣十億元 

直接投資部位隨著資產活化而逐漸下降 

現金淨回收，新臺幣十億元 

2017年上半年資本市場回暖有利處分規劃 

註： 含大中華地區及國際佈局投資組合  

 

 

註： 含創業及產業投資及私募股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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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規模，新臺幣十億元 

2017年上半年底資產管理規模已達NT$370億元 

註：截至2Q16、3Q16、4Q16、1Q17及2Q17，人民幣匯率為NT$4.85元、4.69元、4.62元、4.41

元及4.49元，美金匯率為NT$32.29元、31.36元、32.28元、30.33元及30.44元 

管理費年收入，新臺幣百萬元 

管理費收入隨資產管理規模而增加 

註：1. 管理費收入來自於中華開發資本管理之9檔私募股權基金；2. 阿里巴巴臺灣創業者基金之管理
費收入由成立始點，即2016年5月中旬，開始認列；3. 創新基金之管理費收入由成立始點，即2017年
3月22日開始認列；4. 優勢基金之管理費收入由成立始點，即2017年5月8日開始認列；5. 截至
2Q16、3Q16、4Q16、1Q17及2Q17，人民幣匯率為NT$4.85元、4.69元、4.62元、4.41元及4.49

元，美金匯率為NT$32.29元、31.36元、32.28元、30.33元及30.44元 

管理費收入隨資產管理規模而增加 

中華開發資本–直接投資業務已逐步轉型為資產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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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大中華區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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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 $1 $1 - $5 $5 - $20 $20 - $50 $50 - $300 
個案投資規模 
(美金百萬元) 

投資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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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生醫基金 

RMB1,000mn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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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開發資本–資產管理業務  
基金投資涵蓋育成階段、創業投資、企業成長至企業併購 

CDIB   

Asia Partners, L. P. 

US$318mn 

(79%) 

US$87mn 

(21%) 

華創毅達 

(昆山) 

基金 

RMB396mn 

40% 

華創 

(福建) 

基金 

RMB510mn 

51% 
RMB490mn 

49% 

RMB604mn 

60% 

開發 

優勢基金 

 

NT$500mn 

14% 

NT$1,083mn 

72% 
開發文創價
值基金 

NT$417mn 

28% 

NT$3,000mn 

86% 

開發生醫   

創投基金 

NT$1,072mn 

61% 

NT$678mn 

39% 

阿里巴巴 

臺灣創業者 

基金 

US$15mn 

15% 

US$85mn 

85% 

開發創新                 

基金 
NT$677mn 

90% 

NT$73m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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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著眼於位於大中華地區之優質投資組合 

中華開發資本–資產管理業務分析 

依地區別分類之投資組合 

百分比 

依產業別分類之投資組合 

百分比 

依貨幣別分類之投資組合 

百分比 

台灣 

中國 

美國 

韓國 

加值型製造業1 

零售及消費產業2 

新型態服務業3  

醫療保健業4 

美金 

新臺幣 

人民幣 

韓圜 

註：1. 加值型製造業包含資訊及通訊科技、光學、半導體、特殊化學品、新材料、再生能源、綠科技、工業原料、汽車及零組件及家居用品；2. 零售及消費產業包含食品及飲品、專業零售商、化妝品及皮膚
保養品及珠寶首飾配件；3. 新型態服務業包含電子商務、通訊社、物流及休閒娛樂；4. 醫療保健業包含醫療服務、藥品、醫療用品和設備及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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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淨額，投資組合評價，新臺幣百萬元 

直接投資組合已顯現穩定的投資效益 

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已逐漸顯現投資效益 

中華開發資本–直接投資業務之投資報酬 

註： 1.截至2017年6月30日；2. Multiple of invested capital (MOIC) = 評價總額  / 已投資金額， 評價總
額=淨現金回收+未實現獲利 

註： 1. 大中華及國際地區之直接投資，已含對7檔外籌基金之直接投資；2. 投資組合評價未包含任何
淨現金回收且投資組合評價=投資淨額+未實現獲利；3. 投資淨額為帳上投資的淨成本，未包含先前
已處份之投資成本 

基金成立 

已投資 

金額 

(mn)1 

淨現金 

回收 

(mn)1 

未實現 

獲利 

(mn)1 

評價 

總額 

(mn)1 

 

MOIC2 

 

文創基金 
2013年 

2月 
NT$1,083 NT$20 NT$1,127 NT$1,147 1.06x 

生醫基金 
2014年 

9月 
NT$1,072 NT$75 NT$1,380 NT$1,455 1.36x 

華南基金 
2014年 

12月 
RMB510 RMB 0 RMB598 RMB598 1.17x 

華東基金 
2015年 

6月 
RMB396 RMB0.38 RMB437.6 RMB438 1.11x 

CDIB Asia 

Partners 

Fund 

2014年 

3月 
US$318 US$1.5 US$360.5 US$362 1.14x 

阿里巴巴 

臺灣創業
者 

基金 

2016年 

5月 
US$14.5 US$0 US$14.5 US$14.5 1.00x 

創新 

基金 

2017年
4月 

NT$73 NT$ 0 NT$73 NT$73 1.00x 

優勢 

基金 

2017年
6月 

NT$500 NT$ 0 NT$500 NT$500 1.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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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開發資本基金顧問業務 

為機構法人客製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策略 

 
豐富的投資經驗 

擁有11年經驗以上之
良好的投資績效 

遍布國際的投資合夥
人網網絡 

豐富的私募股權投資
組合基金之規劃經驗 

 

良好的私募股權
投資績效 

良好的投資紀律 
嚴密的投資標的篩
選 

嚴謹的盡職調查 
豐富的共同投資及
直接投資私募股權
之經驗 
 

完善的投資團隊 
在台灣設有具規模
的中、後台人員以
協助投資規劃 

詳盡的基金績效匯
報系統 

 
國際團隊 

位於紐約、台北及
香港的投資團隊 

有能力針對當地投
資人提供本土化投
資策略 

 

豐富的集團資源 

結合開發金控及中
華開發資本之私募
股權資源 

中華開發資本擁有
超過50年之投資經
驗 

深諳當地投資法令
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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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開發資本基金顧問業務 (續) 
 為機構法人客製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策略 

業務概述 業務目標 

中華開發資本將會透過對私募股權基金之豐富的投資經驗及策略，為台灣投資人創造多元且穩定之高報酬 

 中華開發資本於2017年經營基金顧問業務，
成立專業投資團隊專為區域型機構法人提供
顧問服務 

 中華開發資本之顧問團隊將會專為機構法人
提供基金投資策略及客製化基金模式 

 中華開發資本於2017年10月與中國人壽簽
屬基金顧問合約，正式成為中國人壽之投資
顧問 

 

 中華開發資本之顧問團隊將會根據投資標的
之地區、產業及基金類型，為投資人客製化
及規劃基金投資策略 

 中華開發資本之顧問團隊將會創造多元化的
平衡型基金，並開發與優秀基金經理人之合
作關係，以優化投資報酬 

 中華開發資本之顧問團隊本具有提供完整解
決方案之能力，將會協助投資人開發及優化
其私募股權基金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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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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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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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1H16 1H17

6.0  
6.5  

  9.2  9.5  

   5.9  

   2.3  

以嚴謹的風控和資產負債期間匹配管理為核心策略 

中國人壽–營運概況 

 長期獲利維持穩健；2017年上半年度因臺幣升

值使避險成本增加而影響獲利表現 

 持續推動分期繳保單優化產品組合，續年度保

費佔比逐年增加，帶動總保費成長 

 資本適足率充裕，支應業務的持續成長，RBC1

長期維持在300%以上，領先壽險同業 

業務策略說明 

總保費 資本適足率 (RBC1 Ratio) 

百分比 

稅後淨利 

新臺幣十億元 

新臺幣十億元 

2013 2014 2015 2016 1H172013 2014 2015 2016 1H16 1H17

62.8  70.6  79.1  
100.5  

43.8  60.0  

114.4  83.9  83.1  

90.6  

51.5  
38.5  

初年度保費 續年度保費 

177.2 
154.5 

95.3 

162.2 

191.1 

98.5 

369% 
>300% 

250-300% 

357% 

300% 

250% 

334% 

註：1. Risk-based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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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期繳商品和外幣商品為銷售重心 

中國人壽–產品組合  

1H16 1H17

1% 1% 
5% 6% 

3% 4% 

13% 6% 

13% 
30% 

65% 
53% 

傳統壽險2 - 分期繳 

外幣壽險 - 分期繳 

傳統壽險2 - 躉繳 

外幣壽險 - 躉繳 

利變年金 & 萬能壽險 

投資型 

1H16 1H17

1% 2% 

18% 
22% 

9% 

13% 

45% 
20% 

4% 

16% 

23% 27% 

傳統壽險2 - 分期繳 

外幣壽險 - 分期繳 

傳統壽險2 - 躉繳 

外幣壽險 - 躉繳 

利變年金 & 萬能壽險 

投資型 

17.7 13.3 

新臺幣十億元 

51.5 38.5 

新臺幣十億元 

43% 

新契約保費(FYP) 新契約等價保費(FYPE1) 

註：1. FYPE (新契約等價保費) = 躉繳商品FYP x 10% + 2年繳FYP x 20% +…+ 5年繳FYP x 50% + 6年繳(以上) FYP x 100%；2. 傳統型：含傳統壽險、利率變動型壽險、健康險及意外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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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契約等價保費(FYPE 1) 

維持多元化通路，以銀行和業務員為主要的銷售渠道 

中國人壽–銷售通路  

新臺幣十億元 

新契約保費(FYP) 

註：1. FYPE (新契約等價保費) = 躉繳商品FYP x 10% + 2年繳FYP x 20% +…+ 5年繳FYP x 50% + 6年繳(以上) FYP x 100% 

新臺幣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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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債劵仍為新錢的主要投資方向，並增加國內股票的投資比重 

中國人壽–投資組合現況 

2016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6月30日 
(單位：新臺幣十億元)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存款及短投    26.9 2.3%  26.8  2.2%   38.5 3.0% 

國內債券  254.2 21.8% 217.8  17.7% 210.5 16.3% 

國內股票    68.3 5.9%  70.8  5.8%   112.9 8.8% 

擔保放款 2.5 0.2% 2.2 0.2% 1.9 0.2% 

保單貸款  28.3 2.4% 28.6 2.3% 28.7 2.2% 

不動產   31.0  2.7%  31.0  2.5%   31.6 2.4% 

外幣存款 27.2 2.3%  7.5  0.6%   22.5 1.7% 

國外債券1 682.8 58.5% 795.3 64.7% 804.5 62.4% 

國外股票    45.2 3.9%  48.6  4.0%   38.6 3.0% 

總投資資產    1,166.4 100.0%   1,228.6  100.0%   1,289.7 100.0% 

註：1. 含國際板債券，1H16、2016及1H17國際板債券投資金額分別為 NT$254.6bn、 NT$276.4bn 及 NT$320.6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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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成本降至3.30%，投報率因避險成本增加而較去年同期下降 

中國人壽–投資利差 

2013 2014 2015 2016 1H16 1H17

3.58% 
3.48% 3.45% 

3.35% 3.40% 
3.30% 

3.86% 

4.21% 

4.58% 

4.11% 
4.23% 

3.45% 

負債成本1  

投資報酬率2 

註：1. 負債成本係以準備金為基礎；2. 含外匯價格變動準備金影響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