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事实

澳大利亚第一家银行 

■   建立于1817年

2005年9月30日经营情况 

■    纯利  28.18亿澳元

■    现金收益  28.74亿澳元

■    现金自有资本 
收益率 (ROE) 21%

■    一级比率  7.2%

■    总资产  2,600亿澳元

■    存款总数  1,490亿澳元

客户 830万

信用评等

  短期	 长期

穆迪评级  P-1  Aa3

S&P 评级  A-1+  AA-

市场资本化

■   390 亿澳元

上市情况

■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   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预托 
凭证上市ADRs） 

■   东京证券交易所

■   新西兰证券交易所

详细资料请见： 

www.westpac.com.au/ 
investorcentre

概述

西太平洋银行是大洋洲四个主要银行机构之一；按其市场资本值计算，是世界

50家大银行之一1。

本银行提供范围广泛的银行和金融服务，包括零售、商业和公共团体的银行业

务，而且有迅速增长的财产管理业务。

西太平洋银行在以下各个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优势：

■	 	稳定的收益 —— 五年来每股现金收益的复合平均增长率为11%，股本回报则

为21%；

■	 股息支付率达 64%，股息收益率达4.6%2； 

■	 本银行把业务重点放在其核心市场，即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近太平洋地区；

■	 	本银行在可持续性方面居于全世界的最前列。在全世界银行部门中，西太平

洋银行的“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连

续四年排名第一。

绩效

2005年，西太平洋银行的现金收益增加了  

12%，每股现金收益也增加了12%。整个 

集团所有的业务部门，都为这个成绩 

作出了贡献，尤以银行信托财经集团 

(BT Financial Group) 以及商业与个人 

银行业务这两个部门的绩效最为突出， 

这两个部门的现金收益分别增加了48% 

和15%。

随着绩效提高，营业收入增加了10%，而开支 

仅增加了4%。结果，成本与收入比率下降到46.6%； 

在该年度的下半年，西太平洋银行的成本收入比率是澳大利亚各主要银行当中

最低的。

已贷出及已批准贷款在本年度增加了7%。

西太平洋银行公司

2005年9月30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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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收益构成

1《金融时报全球500强》2005年调查。 
2  截至2005年11月8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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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概况

商业和个人银行部门为澳大利亚各地的个人和中小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其业

务通过遍及全国的分行网络和移动销售人员、咨询中心（Call Centres）、自动

出纳机、电子银行服务（E Channels Banking services）办理，或通过第三方经

纪办理。

绩效

■	 	现金收益为15.37亿澳元，在本 

年度增加了15%—一在一个竞争 

激烈的环境中，这个成绩是相当 

出色的。

■	 	纯利息收入增加了8%，这是由于 

已贷出及已批准贷款增加了8%， 

存款增加了11%，但为息差 (Spread)  

减小所抵减。

■	 	在各分行增加了面向客户的雇员、 

客户关系管理平台，并改善了分 

行的系统，从而加强了前台服务 

能力。

■	 	成本与收入比率改进了170个基点。

关键策略

■	 	继续发挥各产品组合在2005年下 

半年所积累的冲力，使以往在基础 

结构和面向客户服务能力方面的投资发挥效益。

■	 	进一步实施本公司的销售指导计划 ——“西太平洋银行之路”(Westpac 

Way)，以推动客户体验和销售方面的革新和改善。

■	 	利用整个集团在基金管理和交易银行业务方面的技术来创造价值。

主要事实

部门划分 

■   澳大利亚零售银行业务

■   个人

■   中小型企业 (营业额小于 

2千万澳元)

■   中型企业市场（营业额小于 

1.25亿澳元）

2005年9月30日经营情况 

■ 现金收益  15.37亿澳元

■   经济利润  12.28亿澳元

■   存款  831亿澳元

■   资产  1,483亿澳元

■   费用与收入比率  50.7% 

主要产品增长 

■ 房产增加  8%

■   商业贷款增加  7%

■   个人无担保产品增加  2%

■   存款增加  11% 

业务网点

■   813 个分行和商场内营业点

■   1,653 台自动出纳机 (ATM)

■   大约82,500个销售现场电子 

转帐系统 (EFTPOS) 终端

雇员 12,403 人

商业及 
个人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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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贷出及已批准贷款（十亿澳元）

零星存款（十亿澳元）

未偿付的生意贷款

未偿付的个人贷款

04上半年     04下半年     05上半年     05下半年

04上半年     04下半年       05上半年     05下半年



主要事实

核心业务 

■ 外汇及利率风险管理

■   债务融资及资本市场

■ 专项资本集团

■ 交易银行业务

覆盖范围 

■   澳大利亚、新西兰、纽约、 

伦敦及亚洲各地。

2005年9月30日经营情况

■ 现金收益  5.18亿澳元

■    经济利润  3.25亿澳元

■ 费用与收入比率  42.5%

■   承诺贷款敞口 
(Committed Lending  
Exposure) 总额   945亿澳元

市场份额及状况1

■ 澳大利亚主要银行  第一位

■   外汇市场份额  第一位

■   借入资本市场份额  第一位

■ 主要交易银行  第一位

雇员 1,283 人

西太平洋团体银行（WIB）

西太平洋团体银行为公司、公共团体和政府等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有专门办理

行业业务的队伍，并由擅长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专项资本和交易银行业务

的专家提供支持。本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伦敦和亚洲都有分行和附属机

构，为客户提供服务。

绩效

■	 	核心收入增加了11%，营业收入 

增长相当于费用增长的2.5倍。

■	 	金融市场收入稳健，增加了13%。 

外汇收益对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交易银行业务的收入增加了 20%。

■	 	专项资本集团业务不断发展，所 

管理之基金 (FUM) 在 2004 年增 

长了 64%。

■	 	坏帐偏高，但仍低于长期趋势值， 

这反映了优秀的团体信用品质。

关键策略

■	 	继续保持在大洋洲批发银行业的 

领导地位。

■	 	在增长强劲的市场，包括另类投资和结构性投资、股权衍生产品和结构性信

用交易等，继续积蓄实力。

■	 	提供年金收入业务的收益比率，同时优化风险组合。

■	 	继续遵循各项规例，保持健全的管理构架。

西太平洋 
团体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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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源：Peter Lee 协会

首要银行关系1

承诺贷款敞口总额，按贷款级别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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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实1

■   在新西兰的业务始于1861年，

在太平洋地区始于1901年。

■ 在新西兰有140万客户

2005年9月30日经营情况 

■    现金收益  4.84亿新西兰元

■    经济利润   2.28亿新西兰元

■   资产  333亿新西兰元

■   存款  199亿新西兰元

■ 费用与收入比率  47.0% 

主要产品增长

■ 借出货款增长   14%

■ 存款增加  7%

业务网点

■    195 个分行和商场内营业点

■   471 个自动出纳机 

■   大约 486,000 个已注册网上

银行客户

雇员 5,000人

新西兰及太平洋商业银行业务

新西兰和太平洋的银行业务，为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的个人和商业客户提供银

行与财产管理业务。本银行是新西兰最大的银行之一，有140万个客户。在太平

洋地区的业务包括库克群岛、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

汤加和瓦努阿图（Vanuatu）。

绩效1 

■	 	由于资产增长高达两位数、而费用 

增加不多、呆帐收费下降，现金收 

益增加了7%。

■	 	纯利息收入增加了5%。货款和存款 

都有强劲的增长，但为利差压缩 

(Spread Compression)——特别是 

在房产市场——所抵减。

■	 	由于在中部市场及物业融资领域取 

得成功，商业货款增加了19%。

■	 	成本与收入比率改进了120个基点， 

达47%。

■	 	太平洋地区银行业务的现金收益达 

6,300万澳元。

关键策略

■	 	继续加强商业银行业务的强劲冲力。

■	 	继续提高客户满意度，充分利用现 

有客户中的商机。

■	 	保持雇员高度的事业心，加强领导力量，留住优质人才。

新西兰及太平洋 
地区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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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非另外注明，资料仅包括新西兰的银行
业务，货币单位为新西兰元 (Nz$)。

10

房屋货款（十亿新西兰元）

 

商业银行定期贷款（十亿新西兰元）

04上半年      04下半年      05上半年      05下半年

04上半年      04下半年      05上半年      05下半年



主要事实

2005年9月30日经营情况 

■ 所管理之基金2  371亿澳元

■   所代管之基金  

(Funds under  
administration)2  345亿澳元

■    有效溢价  

(Inforce premiums) 2.4亿澳元

■    现金收益  2.76亿澳元

■ 经济利润  9,700万澳元

市场份额

■ 平台：排名第二  12.1%

■ 公司养老金：排名第五  7.0%

■ 保证金贷款：排名第三 14.3%

■ 经纪业务：排名第三  10.5%

■ 个人业务：排名第八  4.0%

排名改善情况

■  Van Eyk  A

■  Lonsec  推荐(RECOMMEND)

■  ASSIRT  3 星

雇员 1,762 人

银行信托财经集团 (BTFG)

银行信托财经集团是西太平洋银行的财产管理业务部门，其核心业务是投资管

理、通用保险和人寿保险、保证金货款、养老金和退休收入业务，并提供财务

策划咨询。银行信托财经集团所管理和代管的金额将近720亿澳元，是澳大利

亚第四个最大的零售基金管理机构。 

绩效

■	 	现金收益为2.76亿澳元，比2004年 

增加了48%（如不包括一次性项目， 

则增加30%）。

■	 	营业收入增加了23%。

■	 	保持投资管理的优良绩效，主要基 

金在1、2、3年中的回报属于最好 

的四分之一。 

■	 	代管平台(Administration Platforms)、 

包管和团体养老金业务发展迅速， 

对于所代管之基金增长39%作出了 

贡献。

■	 	保证金贷款余额为25亿澳元，比 

2004年增长了38%。

■	 	人寿保险营业收入增加了13%。

关键策略

■	 	继续发展代管平台——增加投资并 

让更多的独立策划人员使用。

■	 	发展所管理之基金，将养老金投资绩效资本化。

■	 	在保险业务中改善交互销售，充分利用扩展银行业务带来的机会。

银行信托财经集团 
(BT Financi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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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澳大利亚）银行信托财经集团提供 
的内部数据。

2  团体养老金余额在以前被计入所管理之 
基金。

代管之基金总数1,2	（十亿澳元）

代管之基金总数1,2	（十亿澳元）

04上半年     04下半年       05上半年     05下半年

04上半年     04下半年       05上半年     05下半年

零售 平台（零售）团体

包管业务 团体养老金 其他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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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6191 (11/05)

资本和红利

■	 	西太平洋银行连续保持的良好绩效，使公司得在近10个半年期间都增加红利。

■	 	2005年，西太平洋银行宣布，全额税务减免最终股息(fully franked final 

dividend)为每一普通股51分，比2004年增加了16%，使全年红利达到100分。

■	  2005年产生的盈余资金超过10亿澳元，体现了该年度的良好绩效。

■	 	该盈余资金，使西太平洋银行能够增加红利、并宣布在海外进行大约7亿澳

元的结构性回购。1

■	 	同时，公司的主要资本比率 (Key Capital Ratios) 仍然保持在目标范围之上，

税务减免余额 (Franking Balance) 仍有盈余，从而保持了在今后继续有效地

管理公司资本的灵活性。

每股股利（澳分）

1 此项回购不面向美国、加拿大或日本的个人。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或日本不进行回购，不面向美国个人、加拿大居民或日本居民。

以百万澳元为单位（除非另加注明）
2005

A$
2004

A$
2003

A$
2002

A$
2001

A$
2000

A$

财务绩效表（年度截止9月30日为止）	

纯经营收益 8,805 8,010 7,330 7,124 6,588 6,083

营业费用 (4,105) (3,940) (3,763) (3,895) (3,472) (3,405)

坏帐与呆帐 (382) (414) (485) (461) (433) (202)

未扣除所得税费用的普通作业利润 4,150 3,492 2,919 2,668 2,585 2,378

所得税费用 (1,222) (913) (728) (471) (677) (660)

股东应占纯利 2,818 2,539 2,183 2,192 1,903 1,715

现金收益 2,874 2,559 2,271 2,244 1,950 1,770

在9月30日的财务状况表	

总资产 259,753 245,079 221,339 191,037 189,845 167,618

已贷出及已批准贷款 200,453 188,005 164,261 140,658 137,950 123,198

存款和公共借款 149,454 146,533 129,071 110,763 96,157 89,994

全部股本 17,212 16,317 13,996 10,468 9,705 9,262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170,369 158,489 142,909 128,651 127,242 114,816

股份资料	

每股收益（分） 144.8 129.2 115.6 118.3 102.8 88.8

普通股每股红利（分） 100 86 78 70 62 54

普通股每股有形资产净额（元） 6.21 5.47 4.97 4.56 4.28 3.96

比率	

一级比率 (%) 7.2 6.9 7.2 6.5 6.3 6.6

校准普通股产权 (ACE) (%) 5.4 4.8 5.0 – – –

总资本比率 (%) 9.7 9.7 10.5 9.6 9.9 9.9

股利发放率 (%) 69.0 66.6 67.5 59.2 60.3 60.8

未扣除非常项目的平均普通股本回报率 (%) 20.7 19.9 19.2 21.7 21.1 18.4

现金收益与平均校准普通股本比率 (%) 21.4 20.7 20.3 21.9 21.4 19.0

营业费用与营业收入比率 (%) 46.6 49.2 51.3 54.7 52.7 56.0

纯利息差价 (%) 2.50 2.53 2.62 2.81 3.11 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