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東亞
銀行於1918年由現任主席李國寶的祖父
李冠春與李子方、簡東浦、周壽臣和馮

平山等華商，於香港註冊
成立，之後長年由李氏家
族掌控。但據東亞2018年
年報顯示，東亞前四大股
東分別是持19%股權的日
本三井住友銀行、持17.3%
的西班牙Criteria Caixa、
持 14.2% 的 國 浩 集 團
(0053)，以及佔8%股權的
美國對冲基金Elliott。
反觀李氏家族持股不

多，李國寶只持股3.35%、
李國章持股1.45%，李國星
持股 0.61%，李國仕持股

0.64%，李國寶兩個兒子李民橋、李民
斌也只分別持有0.11%的股份。
曾經天價出售道亨銀行的國浩，在

2009年開始增持東亞股票，至2012年股
權由5%增持至逾15%，被外界視為最有
可能發動敵意收購的財團。

美對沖基金曾逼宮促賣盤
此外，Elliott 在2015年亦首度披露持

股逾5%，到2017年持股增至8%，更曾
向東亞股東發信，指東亞長期管理不
善，應賣盤以實現真正價值。
不過，李氏家族一直獲得三井住友和

Criteria Caixa支持，東亞也曾於2015年
策略性配股予三井住友和Caixa，變相攤
薄其他股東的持股。Elliott就此事曾於
2016年入稟法院，指向策略性股東配股

的行為，並沒考慮全體股東的利益。至
去年國浩私有化獲得Elliott的支持，便
再惹來兩者會否聯合狙擊東亞的猜測。
除上述風雨外，東亞多年來，也曾經

面對過兩次擠提。1935年，受全球經濟
衰退影響，香港發生擠提，東亞銀行是
其中一家，當時東亞將一箱箱銀元、金
條搬到大堂，以穩定存戶信心。

2008年謠傳財困 引發擠提
到2008年9月22日，有人製造虛假消
息，以手機短訊訛傳東亞因雷曼債券及
AIG中投資失利，出現財困及被港府接
管。大批市民到東亞提款，有消息指3
天的擠提期間，東亞共流失5%存款，即
約150億元現金，事件隨後逐漸平息，
其後部分存款才流回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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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邊 新 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李國寶的個人

軼事也與東亞歷史一樣精彩，當中以其與名媛
廖碧欣被拍到同遊巴黎，一同入住酒店最轟
動，換來「寶Baby」暱稱。

「寶Baby」涉婚外情
2002年4月，63歲的李國寶被拍到與廖創興

後代廖碧欣同遊巴黎，爆出婚外情疑雲，事後
李國寶亦默認婚外情。李國寶的太太潘金翠同
樣系出名門，弟弟正是迪生創建(0113)主席潘
廸生。

「三點不露」議員
此外，李國寶於1998

年至2012年出任立法會
議員期間，經常缺席會
議，並且多數下午三點
前都不會出現，所以又
被立法會同僚冠以「三
點不露」稱號。

打拚半世紀 7月退任CEO 兩子接班

棒交
東亞李國寶

李民橋李民橋 4646 歲歲
將任聯席行政總裁將任聯席行政總裁
專注香港業務專注香港業務

李民斌李民斌 4545歲歲
將任聯席行政總裁將任聯席行政總裁

負責中國及海外業務負責中國及海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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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中國農業
發展銀行在港成功發行境外首單機構及零售
合併債券共30億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1及3年期人民幣債券規模分別為20億元
及10億元，利率分別為3.08%及3.23%。港
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昨表示，是次農發行發
境外債，為首次散戶投資者可在港交所平台
上購買非政府債券，料有助推動本港債市發
展，有關生態系統亦開始成形。

投資者可於港交所平台購買
農發行前日（22日）發行的1年期人民幣
債券，同時面向機構投資者和香港公眾投資
者，規模分別為18億元及2億元，前者訂單
簿峰值超過82.83億元，後者則接獲2億元
滿額申購，該隻債券在港交所上市。同日發
行3年期人民幣債券面向機構投資者，規模
10億元，超購2.77倍，將首次實現在港交

所、中華（澳門）金融資產交易股份有限公
司（MOX）、盧森堡證券交易所、倫敦證
券交易所、中歐國際交易所5地同時上市。

農發行昨在港舉行境外人民幣債券暨首單
機構及零售合併債券發行成功慶典暨招商—
農發行債券通指數產品首發儀式。中央政府

駐港聯絡辦經濟部部長孫湘一、香港金融管
理局助理總裁（金融基建部）鮑克運、證監
會企業融資部總監麥秀穎等都有出席。
農發行行長錢文揮昨在會上致辭時表示，

是次該行面向境外機構投資者和香港公眾投
資者發債，同時招商基金配合發售農發行債
券通iBoxx投資級債券指數系列產品，既為
廣大境外投資者分享市場紅利、關注支持中
國「三農」發展契機，亦響應國家高水平雙
向開放的號召、積極參與資本市場創新發展
的實踐，特別是助力港交所暢通了面向公眾
的債券產品投資渠道，為投資者提供了優
質、安全、高流動性的投資產品。
李小加認為，是次發債料將有助打通不少

通道。他解釋，本港債市現貨市場發展相對
不發達，無論是上市披露要求、發行程序、
清算結算體系、技術支撐都未有在債市進行
很大投資，但是通過是次發行，將打通很多

通道，如發行、披露、清算結算的通道。

有助推動滬深港通納入債券
李小加提到，現貨債券最主要是通過場外

市場（OTC）進行，在交易所上市相對較
少，然而債券通已打通了OTC市場之間的
通道，因此把交易所上市通道全面打通後，
料在滬港通、深港通的基礎之上，未來亦有
可能納入債券。他亦相信，日後將有更多樣
化發債體，透過發債等去推動債市發展，同
時令機構投資者和散戶投資者都能夠主動參
與。
港交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認為，從

發行人的角度看，是次發行拓寬了海外投資
者基礎，從以往機構投資者拓寬到公眾投資
者，有利於降低發行人的融資成本；從投資
者角度看，是次發行豐富了投資者進行資產
配置類別。

農發行在港發行30億元債券

根據通告內容，李國寶在7月1日起
將退任東亞銀行行政總裁，並調任

為執行主席，但會繼續出任該行執行董
事、董事會主席及提名委員會委員。東
亞發言人表示，李國寶退任行政總裁
後，將領導重要關係小組，主理與策略
股東、夥伴及主要客戶的關係，不會參
與銀行日常事務。

原定任期2021年屆滿
東亞發言人又指，日後由李民橋及李

民斌出任聯席行政總裁，將負責整體業
務及營運，以及管理銀行日常運作，其
中李民橋專注香港業務，李民斌繼續負
責中國及海外業務，兩人將一起訂定銀
行發展策略及督導營運，以提升持份者
價值，確保銀行具備穩健的內部監管制

度。
現年80歲的李國寶，原定行政總裁任
期將於2021年屆滿，因此近年出席業績
記者會，都必定被問及何時退休，不過
他未有透露半點風聲。而因應東亞銀行
踏入創業百周年，李國寶去年底罕有接
受媒體訪問，揚言早有退休計劃，又指
未有為兩個兒子作任何安排，會任由他
們自由發展。

兩兒子已任副手十年
不過李國寶兩名兒子李民橋和李民

斌，在2009年先後獲任命為副行政總
裁，並在2014年雙雙加入東亞董事會，
市場早已預期李國寶正為兩名兒子鋪路
接棒。而李民橋和李民斌近年如影隨形
出席股東大會，雖然有部分股東曾揚

言，對比經驗豐富的李國寶，憂慮兩人
未夠「火候」，但亦有股東支持交棒，
認為新人事新作風。
東亞銀行是於1918年由李國寶祖父李

冠春與李子方、簡東浦、周壽臣和馮平
山等華商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後長年由
李氏家族掌控。而李國寶在約30歲時加
入東亞，至今在東亞工作半世紀，如果
是次交棒順利，意味由李冠春起已傳承
至第四代。
李民橋現年46歲，是英國律師會及香
港律師會會員，於2000年加入東亞為總
經理兼企業銀行處主管。現為信和置
業、中遠海運港等多間上市公司之獨立
非執董，亦是香港公益金董事，強積金
計劃管理局強制性公積金行業計劃委員
會委員等。
李民斌現年45歲，是財資巿場公會專
業會員，於2002年加入東亞，現為港華
燃氣、合和公路基建及中國海外發展的
獨立非執行董事。同時擔任行政長官創
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成員、貿發局理事
會成員、金發局董事、交通意外傷亡援
助諮詢委員會主席等。

不少華資富豪陸續退下火線，將生意王國交棒予下一代，本港老

牌華資銀行東亞（0023）創業百周年慶後，行政總裁李國寶正部署

交棒予兩個兒子。東亞昨宣佈，李國寶將於7月調任執行主席，由

李民橋及李民斌出任聯席行政總裁。據悉，是次調任屬正常交接，

李國寶目前健康良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2018年東亞
(0023)被剔出藍籌行列，告別其逾34年的藍籌
股地位。東亞主席李國寶當時回應記者提問時
表示，東亞加入成為恒指成份股，歷時已有
34年，對離開藍籌行列感遺憾，但他相信，
港資公司陸續被「踢出」是大勢所趨，原因是
中資公司規模龐大，港資企業難以比肩。
東亞銀行股價昨日收報 24.1 元 ，跌
1.230%，市值約698.11億元。
李國寶當時又強調，東亞縱使失藍籌地位，

但對公司運作完全沒影響，未來該行會繼續專
注提升業績，以回報股東。
事實上，東亞屬本港「老牌藍籌」，被剔出

藍籌主要因該行近年不論以盈利，抑或以銀行
總資產計算，均跌出香港首五大銀行之位，某
程度與該行在內地的發展，近年受到經濟大環
境不佳的影響有關。

李國寶 80歲
．香港望族李佩材家族後人，李佩材太

孫，父親為李福樹。

．50年前加入東亞銀行，出任行政總

裁長達38年。

．前立法會金融界功能界別議員，曾任

行會成員。

．2005年獲英女王冊封為下級勳爵，

同年10月為加入行會而放棄英籍，

但其爵士頭銜仍按慣例保留。

．2007年獲頒特區大紫荊勳章。

李民橋 46歲
．李國寶長子，任職東亞銀行副行政總

裁、信和置業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別於1995年及1999年獲得劍橋大

學法學院學士及碩士學位，並於

2000年6月獲得美國西北大學凱洛

格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李民斌 45歲
．李國寶次子。

．畢業於劍橋大學法律系。

．曾在畢馬威會計師行學習，其後加盟

高盛，學師3年後進入斯坦福大學攻

讀工商管理碩士。

．2002年正式返港坐鎮東亞，擔任銀

行總經理兼財富管理主管。

痛 失 藍 籌

百年華資行 多次被狙擊

■■8080歲的李國寶歲的李國寶((中中))將於將於77
月退任行政總裁月退任行政總裁，，交棒至交棒至
兩個兒子兩個兒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農業
發展銀行昨
日在港交所
舉行境外債
發行儀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港交所首席中國港交所首席中國
經濟學家巴曙松經濟學家巴曙松農發行行長農發行行長

錢文揮錢文揮

港交所行政港交所行政
總裁李小加總裁李小加農發行副行長農發行副行長

殷久勇殷久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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