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額之來源 

資本來源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中央政府資本 12,000,000 100 

合計 12,000,000 100 

二、 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以電子檔方式放置於本行網站。 

三、 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 

四、 金融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 

五、 金融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 

六、 金融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無。 

七、 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 

八、 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信用評等機構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Fitch Ratings) 

地址 105台北市敦化北路 205號 13樓 1306室 

網址 https://www.fitchratings.com 

電話 (02)8175-7600 

 

九、 金融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 

十、 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依據財政部民國 89年 12

月 27日台財融(二)第 89774873 號函，本行財務報告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十一、 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無。 

十二、 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本行發言人 

劉副總經理佩真 

聯絡電話 (02) 2321-8071 

E-mail liupj@eximbank.com.tw 

 

十三、 本行網址：http://www.eximbank.com.tw。 

 

 

  

http://www.eximbank.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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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 104.3.13 修正之「金融業募集發行有價證券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 6條，銷售對象

僅限專業投資人者，公開說明書應載明發行人基本資料、發行辦法及資金用途，與依第 3條至第 5條之

規定於封面、封裏及封底記載，得免依第 6條前二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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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實收資本額： 12,000  百萬元 公司地址：台北市南海路 3 號 7 樓 電話：(02)2321-0511 

設立日期：68 年 1 月 網址：www.eximbank.com.tw 

上市日期：- 上櫃日期：- 公開發行日期：- 管理股票日期：- 

        理事主席 凌忠嫄 

負責人： 

        總經理 林水永 

         

發言人：副總經理 劉佩真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Fitch Ratings) 

電話：(02)8175-7600 
網址：

https://www.fitchratings.com 

 地址：105台北市敦化北路 205號 13樓 1306室 

最近一次經信用評等日期：
2015.11.25 

評等標的：國內長期評等 評等結果：AAA(twn) 

理監事名冊： 

職稱 姓名 接任日期 

理事主席 凌忠嫄 104.07.03 

常務理事兼總經理 林水永 102.07.01 

常務理事 許虞哲 102.07.01 

理事 顏輝煌 104.01.16 

理事 楊珍妮 103.09.18 

理事(勞工理事) 王玉晴 102.07.01 

理事(勞工理事) 廖上熙 102.07.01 

常駐監事 林秀敏 104.07.01 

監事 蔡碧珍 104.07.01 

監事 陳惠美 104.07.01 
 

主要營業項目：辦理各項中長期輸出入放款、保證及輸出保險業務。 

營   業   概   況   104 年度 103 年度 

資產總額（千元） 108,512,007 100,238,146 

負債總額（千元） 88,180,791 80,446,172 

收益(千元) 1,346,705 1,243,072 

稅前純益(千元) 486,133 485,577 

每股盈餘(元) 0.37 0.38 

註：1. 104 年度為自編決算數；103 年度為審計部審定決算數。 

    2.本行非公司組織，為便於分析，按每股 10 元設算股數。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券 

種 類 及 金 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封面  

發 行 條 件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封面 

募 集 資 金 用 途 及 預 

計 產 生 效 益 概 述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參章資金用途 

本次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期：105年 3月 10 日 
刊印目的： 

發行中國輸出入銀行第二十二期第一次輸出入金融債券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之頁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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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發行辦法 

一、 債券名稱：中國輸出入銀行第二十二期第一次輸出入金融債券。 

二、 發行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01月 27日。 

三、 發行金額：新臺幣伍拾伍億元整。 

四、 債券面額：新臺幣壹仟萬元整。 

五、 發行價格：照票面額十足發售。 

六、 發行年限：一年。 

七、 債券順位：主順位金融債券。 

八、 債券型式：本債券採無實體券發行，於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錄。 

九、 債券利率：固定利率 0.47%。 

十、 計付息方式：到期一次計付息。本債券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

日之次日給付利息，不另計付利息。利息金額以本行計算之金額為準。 

十一、 還 本：到期﹝中華民國 106年 01月 27日﹞一次還本。本債券還本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

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下一營業日給付本金，不另計付利息。 

十二、 還本付息兌領機構：本債券由本行財務部辦理還本付息事宜，並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提

供之債券所有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本債券於核付債券利息時，依稅法規定代為

扣繳所得稅。 

十三、 本債券之銷售對象僅限境外結構型商品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之專業機構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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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資金用途 

一、 資金來源 
(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日期及文號: 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4年 7月 1日金管銀國字

第 10400140270號函核准發行。 

(二) 資金來源:發行中國輸出入銀行第二十二期第一次輸出入金融債券新臺幣伍拾伍億元整。 

 

二、 資金運用 

本次發行金融債券募得之資金，係為配合政府政策及促進工業昇級，用以加強下列中長期融資

業務之拓展： 

(一) 辦理廠商輸出機器設備、整廠設備及其他資本財之中長期貸款。 

(二) 辦理廠商輸入精密機械與設備、引進國外技術及輸入重要工業原料及資源或加工外銷有關

之原物料、機器零組件之中長期貸款。 

(三) 辦理廠商或工程機構對外輸出技術或承包營建工程所需設計費用、設備與器材價款、工程

技術及勞務人員服務費用等之中長期貸款。 

(四) 辦理廠商前往海外設立行銷據點及發貨倉庫所需投資股本之中長期貸款。 

(五) 辦理廠商承造船舶及承購航空器之中長期貸款。 

(六) 辦理國內重大公共工程及建設計畫之中長期貸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