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2年初，大清銀行的
商股股東聯合會呈請中
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
山：「就原有的大清銀行
改為中國銀行，重新組
織，作為政府的中央銀
行。」這一呈文得到了孫
中山的迅速批准，要求
「先行開辦，克期成立」。

1912年2月5日，中國銀行在上海
漢口路大清銀行舊址成立。中國
銀行的艱辛和輝煌就此開啓，歷
經百年成為中國唯一建制整體承
續、經營持續至今的銀行。

1928年10月，中國銀行改組為國民政
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1929年11
月，中行倫敦經理處成立，成為中國在
國際金融中心設立的首家分支機構。
1929–1949年，中行先後設立34家海外機
構，分佈在歐洲、美洲、亞洲、大洋洲。

抗戰期間，中國銀行憑藉廣泛的
全球網絡成為收轉僑匯支持抗
戰的重要力量。八路軍軍代表周
恩來、葉劍英、潘漢年、廖承志
致函中國銀行，感謝中行代轉僑
匯，支持抗戰。1942年，中行由
國際匯兌銀行改組為國際貿易專
業銀行。

1950年1月，周恩來總理簽
發接收海外中國銀行令，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在經理
鄭鐵如的帶領下，率先宣佈
接受中行新總管理處的領導。

1986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顧問
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會見了山西平
朔安太堡露天煤礦項目投資方美
國西方石油公司代表。這是中國
銀行牽頭組織的第一個以項目貸
款方式引進外資的大型能源項目。

1990年，香 港 中 銀 大
廈投入使用，是當時香
港第一高樓。大樓設計
師貝聿銘先生表示其設
計靈感來自竹子，寓意
「節節高」。

2001年，中國銀行整合香港地區13家機
構，成立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於
2002年7月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2006年 6月和 7月，中國
銀行先後在香港聯交所和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成
為首家完成A+H發行上市
的國有商業銀行。

2011年，中國銀行入選全
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是中國
乃至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家和
地區唯一入圍的機構，截至
目前，已連續11年入選。

2014年以來，中國銀行積極響應國
家「一帶一路」倡議，積極打造「一
帶一路」金融大動脈。截至2021年
末，跟進重大項目逾700個，累計
完成各類授信支持約2,230億美元。

2021年，中國銀行印發「十四五」發展規劃，加
快建設「一體兩翼」戰略發展格局，奮力建設全
球一流現代銀行集團。

2013年10月，中國銀行上海自貿區分行
開業，成為首批入駐上海自貿區的金融
企業，率先開辦跨境人民幣雙向現金池
等創新業務。

2017年，中國銀行獲得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
冬殘奧會官方銀行合作夥伴資格，成為全面
服務夏季和冬季奧運會的「雙奧銀行」。

2022年，中國銀行迎來110週年華誕。世
紀榮光跨越百年，偉大征程勇毅向前。中
行人將不負時光，接續奮鬥，在建設全球
一流現代銀行集團的宏偉征程中，書寫波
瀾壯闊的嶄新篇章。

2012年2月3日，慶祝中國銀行成立100週年大會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
來賀信，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大會並講話。

2018–2021年，中國銀行作為唯一戰略合作夥
伴，連續四年服務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中國銀行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主
渠道。2005年 11月 12日，被
譽為「歐元之父」的諾貝爾經濟
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來
到中國銀行總行大廈存入10萬
元人民幣。他表示十分看好人
民幣的前景。

2004年7月14日，中國銀行成為2008年北
京奧運會、殘奧會唯一銀行合作夥伴。
北京奧運會期間，中國銀行以「服務零差
錯、客戶零投訴」的佳績圓滿兌現服務奧
運的莊嚴承諾。

2003年底，國務院決定選擇中國銀行進行股份制改
造試點。2004年8日26日，中國銀行整體改制為中國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中國銀行逐
步取得港幣和澳
門幣的發行權，
1994、1995年 分
別 成 功 發 行 港
幣、澳門幣，持
續支持港澳經濟
繁榮穩定。

1989年，中國銀行成
為首家入選《財富》雜
誌「世界 500強」的中
國企業。

1954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巴基
斯坦期間與中國銀行卡拉奇分
行員工合影。

1979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明確中國
銀行是國家指定的外匯專業銀行，負
責統一經營和集中管理全國外匯業
務。同年，中國銀行承擔了恢復中國
在國際金融組織合法席位的談判工
作。次年，中國先後恢復了在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和
代表權。

1961年，毛澤東主席接見中國銀行
倫敦分行經濟顧問皮萊先生。

1949年 5月 25日，上海外
灘中國銀行大樓懸掛巨幅
標語「慶祝大上海解放，歡
迎人民解放軍」。6月6日，
中 行 正 式 對 外 復 業。同
年，中國人民銀行下達關
於中國銀行作為外匯外貿
專業銀行的決定。

截至1935年，中國銀行已有國外通匯
行62家，特約代理行98家，分佈在43
個國家和地區，國際匯兌逐漸成為中
國銀行的特色業務。

1916年，中國銀行堅決抵制北洋
政府停兌令，在《申報》刊出抗擊
停兌的公告，全力維護國家金融
穩定，聲譽大振。

中國銀行前身可追溯至1905年8月
在北京成立的中國第一個國家銀
行 — 戶部銀行。戶部銀行於1908
年2月更名為大清銀行，行使中央
銀行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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