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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过去一年美国最好的银行？在《福布斯》2010年12月公布的一个榜单中，你找不到

任何一家大型银行的身影——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在为次贷危机中的糟糕表现买单。经历这次

灾难之后，大多数人开始意识到在所有属于银行的气质中，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稳健，

《福布斯》这份榜单的评价体系正是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华美银行这家全美以华裔客户为主

要市场的商业银行在评比中排名第二。而在 《财富》杂志推荐的2011年最具投资价值的美国

股票中，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华美银行也名列其中。

  过去的一年，华美银行以较低的代价成功收购了破产的联合银行，让自身的资产增加

60%多，超过了200亿美元。实际上，自从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吴建民在1991年入主华美后，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在发生。通过稳健的经营策略和精准的并购，华美银行已经从一家仅

有6亿资产、服务于洛杉矶华埠的储贷银行发展成为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商业银行。

  这家创办于1973年的银行具有浓厚的华人风格，这不仅体现在其服务对象上，更体现在

低调、甚至看上去有些保守的经营风格上。成立至今，这家银行给人的感觉永远是四平八

稳，相比华尔街上演的各种令人炫目的赚钱技巧，它几乎显得笨拙而不合时宜。在如何成为

一家出色的银行这个问题上，它与华尔街的理念就像彼此的地理位置一样相去甚远——一个

在东海岸，一个在西海岸。

  “我从来不乐观，如果太乐观就会出大问题。”出身于香港的吴建民一直用如履薄冰的心

态经营银行，这种谨慎的态度帮助华美银行在网络泡沫、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一次次

危机中逃出生天。然而，保守的经营方式并未让华美银行停滞不前，在1997年至2007年间，

华美银行连年创下获利新高，平均每股获利年成长率达27%。美国的分析师预计，华美2011
年盈利可增长51%，远高于同行平均11%的预计增幅。华美银行的业绩表明，在这个金融模式

变幻万千的时代，坚守一些银行业固有的传统价值观不仅是一种美德，同时还可能得到丰厚

的回报。

  厌恶风险

  华美银行的发展史上，鲜有激进的经营策略，但一旦遇到重大的发展机遇，其行动能力

却令人称道。

  1991年5月底，吴建民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入华美银行，当时的华美银行只是洛杉矶的

一个小银行，有8家分行，资产只6亿美元。吴建民听说有一家位于旧金山的华裔银行因经营

不善倒闭，他马上与政府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取得联系，商讨收购事宜。一个半月

后，1991年7月12日，华美银行成功收购这家银行，一夜之间从一家洛杉矶的小银行变成了在

洛杉矶和旧金山这两大城市都有网点的银行，资产规模也增加到10亿美元。据吴建民回忆，

1991年至今，华美银行大约进行了十五、六次类似的收购并购，都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

的发展。例如在收购联合银行的案例中，华美银行只需负责两成坏账，其余由FDIC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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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并购帮助华美银行获得了快速成长，资产规模与日俱增。但是，真正让华美银行立

于不败之地的秘诀，则是它们对于风险近乎极度的厌恶。根据投资分析机构报告，华美的资

本结构优于同行，其不良贷款比例约为3.1%，低于同行平均值5.1%。

  华美银行成立37年来唯一亏损的年度是次贷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但是，因为有了严

格的风险管理措施，华美银行不仅迅速从亏损状态下摆脱出来，而且借机一举收购了资产规

模与自己相当的联合银行。

  “在2007年下半年，我就已经感觉银行业可能会有大问题。”吴建民说。但他在和股票分

析师交换观点的时候，并没有听到太多赞同的声音。但这并未影响吴建民的判断，多年的银

行从业经验，让他对风险具有敏锐的嗅觉。

  他迅速采取了行动。2008年初，华美银行开始出售不良贷款，这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多

年来的连续盈利记录也将就此终止。“这些我都不管，我的宗旨就是要保护每一个客户的存

款。”吴建民说。在甩卖不良贷款的同时，华美银行决定在市场一片低迷的时候增资扩

股。“因为一次亏损很多的时候，不增加资本的话，资本就会缩小，就可能会有危险了，所以

我同一时间增加资本。”华美银行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以13美元每股和6.5美元每股的价格进

行了两次融资。“2009年的融资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我也很心痛，但我觉得还是要做，一定要

让外面看到，我们银行的资本比例在全美国银行中是非常高的，要给客户以足够的信心。”吴
建民的决定招致了很多股东的异议，但他表示，活下来是最重要的。

  自经济衰退以来，华美银行大幅增资共计6亿零780万美元，强化了原本已较为稳健的资

本结构，同时减少了22亿美元的土地和建筑贷款以降低风险，这些作法使该行在备受挑战的

环境下得以顺势扩张。“到2009年中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很多银行

直到2009年初才发觉问题的严重性，但为时已晚。

  中国攻略

  正如其中文及英文名所寓示的那样，华美银行一直致力于成为沟通美国和中国金融业务

的桥梁。

  “华美银行英文叫EastWestBank，如果只做华裔移民，就是在East那边，这不是一个真正

的EastWestBank。”吴建民说。进入华美银行后，吴建民意识到银行拥有如此多的华裔客户，

而这些客户跟中国保持了紧密的关系，这可以帮助银行对亚洲的商业发展有更多的了解。“如
果美国主流的商业、企业对东南亚及中国的发展有兴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中间的桥梁。”他
说。从1995年开始，华美银行逐渐由一个美国的华人社区银行转变成为一个商业银行，业务

范围也逐渐扩大。

  “虽然说华美是全美最大的由华裔控制的银行，其实我们很多客户都来自美国主流社会。

这些客户之所以会找华美，就是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背景比较了解。”吴建民说。为了更好地达

到沟通中西的目的，近年来，华美银行明显加大了进军中国市场的力度，收购联合银行即为

一例。虽然在美国本土经营不善，但作为美国当时的第一大华裔银行，联合银行的中国业务

却一直非常稳定。收购联合银行将让华美在中国市场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华美银行

在上海、汕头以及香港设有分行，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和台北也设有代表处。

  但是吴建民表示，华美银行在华暂时不打算发展面对普通消费者银行业务，因为中国现

在已经有很多很大的本地银行，这些银行不但是规模大，资本雄厚，还有政府的支持。在中

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一步一步、慢慢地去增加网点，会花很多时间，对资本的要求也很

高。吴建民表示，现在华美银行在中国主要是为美国客户寻找在环保、房地产、玩具和电影

等行业的投资机会，及提供相应的服务。2004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坤集团用400万美

元的原始资金最终撬动了3000万美元的贷款，在美国洛杉矶投资了一个体量为两万平方米的

商业中心项目，华美银行就是此次投资的最大支持者。

  “我们希望进一步帮客户在中国发展，另外现在中国到美国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是

在美国的西海岸等他们过来，现在我希望我们在中国的办事处和分行，尽量多花一点时间，

去帮助中国企业，帮助他们去美国投资，聪明地去投资。”吴建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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