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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最佳選擇
Your Premier BankVISION 願景

核心價值觀

關愛社會  我們關心社會並致力回饋社群
Social Responsibility

講求績效  我們按成就給予獎賞及報酬
Performance

恪守誠信  我們誠實可靠，堅守商業道德和操守
Integrity

以人為本  我們珍惜每個人
Respect 

進取創新  我們鼓勵創意 
Innovation

團結協作  我們共同協作，邁向成功 
Teamwork

使命

服務客戶  優質專業
Build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provid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激勵員工  盡展所長
Offer rewarding career opportunities and cultivate staff commitment

回報股東  增創價值
Create values and deliver superior returns to shareholders



KEY 
FACTS
市場優勢

產品及服務：提供多元化
的金融及投資理財服務

香港三家
發鈔銀行之一

擁有全港最龐大的
分行網絡及多元化
金融服務平台

最大的
上市公司之一

逾190家分行
7 家工商中心
1000多部自助設備：
網上銀行及手機銀行

客戶：為個人、工商、
中小企和機構等客戶

香港人民幣業務
唯一的清算行



NO.1
中銀第一

1917年
中國銀行設立
香港分號
中國銀行
第一家
境外機構

1994年
成功發行
港幣鈔票
唯一一家發行
港幣鈔票的
中資銀行

2001年
成功重組合併
當年香港史上
最大規模的
金融資產合併

2002年
成功在香港上市
首家首次公開招股
並在港上市的
中資金融企業

2003年
與人民銀行簽署
人民幣清算協議
境外首家及香港
地區唯一人民幣
清算行

2012年-2015年
連續4年在港按揭貸款
筆數市場第一

2016年
中銀香港第一家海外
自建機構文萊分行於
2016年12月順利開業
實現了中國銀行對東盟
十國金融服務的全覆蓋

2017年
百年新起點，繼續致力
成為「您的最佳選擇」

中銀歷史上的第一



DEVELOPMENT
展望將來
銀行發展重點

八大業務平台
致力多元化經營，夯實發展基礎，繼續重點發展信用卡、私人銀行、
人壽、資產管理、現金管理、託管、信託、期貨等八大業務平台。

進取創新趨勢
作為業界首家推進網絡金融發展的帶領者，於金融科技（FinTech）
和移動金融應用上，成功推出區塊鏈按揭估值應用、「至專客服」
24小時視像銀行服務、指靜脈客戶身份認證、機械人客戶服務助理、
二維碼支付全新網絡金融產品，並致力提升網點的智能化服務水平，
形成客戶服務的新優勢。

把握市場機遇
憑藉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支持內地企業「走出去」及香港
中小企業發展，並不斷優化對政府及公營機構的服務及大力
發展跨境業務。

海外發展策略
積極推進區域化發展，拓展東南亞業務。根據中國銀行集團
整體戰略安排，先後已完成中銀馬來西亞、中銀泰國及中銀雅加達
分行股權收購的交割，並於文萊開設分行，逐步擴展中銀香港
的東南亞發展版圖，實現中銀香港向區域性銀行的轉型。



環球企業金融部
環球企業金融部是服務香港藍籌、紅籌、世界500強、
東南亞大型客戶的前線部門，擁有產品設計、營銷策劃
及客戶關係等專業團隊，根據客戶的金融需求，量身
定制包括銀團貸款、結構化融資、投資銀行、財務顧問、
發債及併購業務等產品/服務，為跨區域大型企業提供
全面的跨產品跨平台解決方案。

工商金融部
工商金融部致力促進中/小企業務發展，擁有產品設計、
營銷策劃等專業團隊及遍布全港的工商金融中心，深入
把握行業機會與客戶自身特點，提供不限於貸款及交叉
銷售等不同方面的針對性產品，以全面而優質的金融
服務伴隨中小企的每一步成長。

機構業務部
憑藉人民幣業務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及優質服務的市場
反饋，機構業務部一直致力向商業銀行、中央銀行、超主權
機構、主權基金，非銀行金融機構、政府及公營機構提供
定制化產品及服務，如商業貸款、銀團貸款、貿易融資、
外匯兌換、資金業務、現金管理及託管等，以助客戶把握
市場機遇。

企業信貸管理中心
企業信貸管理中心為企業銀行板塊提供風險管理及
交付服務的專業單位，通過制度設計、平台建設及全方位
監控，確保企業信貸資產質量保持健康水平、提升企業
銀行業務的整體效益。

DEPARTMENT
部門介紹

企業銀行板塊 金融市場板塊 風管板塊 個人銀行板塊 財務板塊 營運板塊 其他板塊

企業銀行
板塊



金融市場
板塊

企業銀行板塊 金融市場板塊 風管板塊 個人銀行板塊 財務板塊 營運板塊 其他板塊

託管業務
環球託管服務聚焦於機構和企業客戶與及其各類投資
產品，覆蓋全球80多個證券市場，服務內容證券結算、
交收、存管、公司行動處理、代理服務、報表和市場
信息等，也包括外匯交易、現金管理、基金會計、投資
合規監督、監管賬戶服務等。

全球市場
全球市場的交易員們分佈在不同的交易檯，負責包括
外匯、利率、證券及其衍生交易金融工具，並通過分行
網絡及內部資金營銷團隊，向個人、企業、機構和主權
客戶提供投資產品/資金服務。

資產管理
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是中銀香港（控股）有限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致力為零售及機構投資者提供一
系列債券、股票及私募股權、房地產投資等另類投資
產品，協助客戶管理投資基金，配合客戶的風險承受
能力和回報需求，提供全面的投資方案。



法律合規與操作風險管理部
法律合規與操作風險管理部負責管理集團的法律及合規
風險、操作風險、欺詐風險及信譽風險。

風險管理部
風險管理部在集團信貸、市場、流動資金及利率風險、
以及資產保全的管理中扮演核心角色。

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
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部作為個人業務的產品設計與營銷
策劃部門，通過大數據分析等先進手段，細分客層、
研發產品、統籌市場營銷方案、提升客戶價值貢獻並
鞏固市場地位。

渠道管理部
渠道管理部擁有全港覆蓋最全的分行網絡，配合網絡
時代的先進理念與設施，為貼近客戶、創造商機、履行
社會責任提供了廣闊平台。

風管板塊

個人銀行
板塊

企業銀行板塊 金融市場板塊 風管板塊 個人銀行板塊 財務板塊 營運板塊 其他板塊



財務板塊

財務管理部
財務管理部主要負責集團的財務分析、預算規劃與成效
監控；負責內部各單位的經營績效核算；對集團重要
項目提供財務可行性分析；就集團資產負債與資本使用
提出建議及跟踪。

司庫
司庫負責管理銀行利率及流動風險的資金池，包括管理銀行
資金池的利率及流動風險、監控銀行的頭寸情況、制定銀行
的融資策略、與投資管理合作發展東南亞資金平台、管理
銀行內部資金轉移價格策略，是銀行內的銀行。

會計部
會計部負責制定集團的會計政策、程序及工作流程，以確保
符合法律規定及會計準則；按照上市規則及監管機構指引，
整理財務披露報告；執行資金及衍生產品控制，進行內部
會計估值、獨立價格核實。

企業銀行板塊 金融市場板塊 風管板塊 個人銀行板塊 財務板塊 營運板塊 其他板塊



營運部
營運部負責制訂業務運作的規章制度和操作流程，促進
標準化和規範化，提高服務品質和效率，降低操作風險
和成本，制訂業務運作的總體發展策略和相應措施；
按內/外部客戶需要，配合業務單位提供專業及具競爭力
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公司服務部
公司服務部主要負責統籌集團物業管理、租賃管理，優化
資源配置及採購工作。

網絡金融中心
網絡金融中心負責制定全行的網絡金融策略及構建
網絡金融平台，致力探索最新科技，力爭保持集團在
網絡金融時代的保持業界的領先優勢。

資訊科技部
資訊科技部包含四項工作模塊，包括：應用開發、數據
中心、技術及服務管理和科技風險管理，負責管理及規劃
集團所有與資訊科技相關的舉措和風險。

企業銀行板塊 金融市場板塊 風管板塊 個人銀行板塊 財務板塊 營運板塊 其他板塊

營運板塊



企業銀行板塊 金融市場板塊 風管板塊 個人銀行板塊 財務板塊 營運板塊 其他板塊

其他板塊

人力資源部
人力資源部為中國銀行香港各部門提供全面的人力資源政策及
相應的管理服務，包括人力資源戰略的制定、招募及聘任、
薪酬褔利管理、績效管理、員工發展及培訓、人事檔案及資料
管理、員工關係管理等，以配合銀行的業務及實踐發展目標。

集團審計
集團審計負責對集團的業務經營及內部活動進行獨立、客觀
的審查和評估；監督所有重大風險，確保戰略、政策、程序
和內部控制的風險管理體系得到充分實施。



見習管理人員
計劃

培訓及發展 交流實習：2星期
您將有機會到內地及東南亞分行交流實習，在富挑戰
的環境中吸收跨境工作經驗，以加深對內地及東南亞
金融市場的認識，並建立人脈網絡。

MT

迎新培訓：2星期
結合課堂及活動形式的學習，透過與
業務部門主管的面對面接觸，了解我們
的業務、策略，以及產品和服務特色。

工作輪訓：17個月
通過每次的輪調，認識本行的不同部門的
職能，讓您能夠更全面了解銀行運作、建立
人脈關係，為未來的成功奠定基礎。  「所屬板塊」輪訓的安排：最長共12個月，

包括在所屬部門輪訓6個月，所屬板塊其他
單位則進行2段各3個月的輪訓；

 「其他板塊」輪訓及其他實習、交流安排：
到與所屬部門關係較密切的單位輪訓約
5個月（含2個月網點實習）。

為期18個月
培訓計劃



專業發展
返回所屬單位定崗，專業技能及業務知識
培訓，發展成為單位的專業人才。

迎新培訓：1個月
首月為課堂培訓，於短時間內掌握個人
銀行業務發展策略、架構分工、產品知識、
客戶服務技巧及監控合規要求。

分行實習：2個月
進行分行崗位實習，親身體驗個人銀行業務
最前線的工作，加強對產品、客戶及服務
模型的了解。

培訓及發展

GP畢業培訓生培養計劃

加入中銀香港個人銀行
前線業務基礎出發

從全球各大學吸納深具
發展潛質的年青人員

為期6個月
培訓計劃



2018年本科或以上畢業生 
或；

工作經驗少於3年，有意於
銀行業發展的大學畢業生

成績必須達二等甲級或以上，
具碩士學位更佳

REQUIREMENT
申請資格

具卓越的組織及策劃能力，
 人際技巧及溝通能力俱佳

靈活、主動、熱誠、追求卓越及
 具團隊精神

具持續學習及發展的好奇心及動力

自我認知良好，知道自身的推動力 
 來源、強項及發展空間

 擁有於香港合法工作條件

中、英文良好，
能操流利普通話更佳

2018年本科或以上畢業生

成績必須達二等乙級或以上，
具碩士學位更佳

見習管理人員
計劃MT

畢業培訓生
培養計劃GP

有運動特長或其他專長的申請人在
同等條件下將優先考慮



RECRUITMENT 
PROCESS
招聘流程

網上申請 網上測試 評量中心 職業性格問卷 評審面試

如您能符合我們評審面試中的
各項要求，您將獲邀請加入
「見習管理人員計劃」(MT)，
並在2018年夏季入職。

截止申請時間 2017年11月11日

http://careers.pageuppeople.com/798/cw/en/job/494646?lApplicationSubSour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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