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泰银行
成就与业绩
致力迈向东盟加三银行

开泰银行简史
开泰银行（大众）有限公司（KASIKORNBANK PCL.）
由伍柏林先生（Mr.Choti Lamsam）等创建，初始注册
资本为500万泰铢，创建时仅21名员工。开泰银行长
期以来始终秉持“全方位的卓越服务”的理念，
全心全意为各类客户提供服务。自创建以来，开泰银行
在泰国和海外尤其是中国和东盟地区不断扩展分支
机构网络，同时持续推出创新数字化产品以满足新时代
快速增长的客户需求。

1945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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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泰银行概览
创建于1945年6月8日, 初始注册资本为500
万泰铢 (17万美元)；
1976年在泰国证券交易所 (SET) 上市；
股份数量：24亿股；
总市值：2680亿泰铢 (89亿美元),
在泰国银行业排名第二。

我们通过以下渠道提供产品和服务：
分行网络

860家

企业业务中心
(大型企业业务和中小企业)：

167家

国际贸易服务中心

58家

财智贵宾服务中心：

94家

自动柜员机(ATM) 和
自动存取款机(RCM)数量：
外币兑换处：

10,981台
75处

我们的尖端数字金融产品证明了我们
在泰国的领先地位
泰国：开泰增值 (K Plus) 手机应用
在泰国广受欢迎的首个商业性手机银行
应用程序
泰国用户最多的手机银行：1,440万户

开泰连我(KASIKORN LINE)
开泰连我有限公司（KASIKORN LINE.
COMPANY LIMITED）是开泰远景有限公司
(KASIKORN Vision Company Limited)
与连我亚洲金融（LINE Financial Asia）
的合资企业。
驱动开发新的创新业务模式和体验，
使之更加 "引人入胜" 更具社交性、
更安全并易于使用。
在“LINE BK”品牌下提供创新金融服务。
LINE BK 推出仅四个月用户已达 200 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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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泰银行的全资子公司

开泰设备融资有限公司(KF & E)

开泰研究中心有限公司(KResearch)
开泰租赁有限公司(KLeasing)
成立于1994年，
成立于2005年；
专业提供经济、商业、
三类核心产品：
金融和银行业方面的
汽车租购、融资租赁和汽
开泰证券 (大众) 有限公司
开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KAssets)
知识信息；
车经销商信贷。
(KSecurities)
成立于1992年；
是泰国唯一一家作为银行附
属公司的研究机构。
成立于2005年；
基金管理业 (包括共同基金、
专业提供全方位金融解决方案
公积基金和私募基金) 的龙头。
和服务, 包括投资银行、
证券承销和证券经纪。

成立于1990年, 前身为开泰保理有限公司
(KASIKORN FACTORING) ；
专业化提供全套机械设备租赁服务。

开泰银行金融集团的主要成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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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机构发展

2014年
2010年

1995年
1991年

设立深圳龙岗支行。

2016年

设立老挝开泰银行班蓬
西暖分行。

2017年

设立东京代表处。
设立柬埔寨金边分行。

设立中国北京代表处、
昆明代表处和上海代表处。

2021年

设立开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设立上海分行。

设立香港分行。

在越南设立外资法人银行。
胡志明市分行于2021年8月
正式成立。

1994年
设立深圳代表处。

2020年
1996年
设立深圳分行，
为中国内地首家分行。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设立老挝开泰银行澜沧总行。

在缅甸参股当地银行。
在印尼参股当地银行。

设立缅甸仰光代表处。
设立成都分行。

设立柬埔寨金边代表处,设立越南河
内代表处和胡志明市代表处。设立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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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渠道：
开曼群岛
开曼群岛分行
th

5 Floor, Harbour Place, 10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353,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电话
: (1) (345) 946 4733
传真
: (1) (345) 945 4757
总经理
: Ms. Chananya Kongpreecha
电子邮箱
: KY_GeorgeTown@kasikornbank.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本地法人银行
中国总部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
座59楼01单元及61楼01单元
电话
: (86) (755) 8229 1298
传真
: (86) (755) 8228 6897
环球银行财务电讯
: KASI CN BS
总经理
: Mr.Wang Congbao (王从宝先生)
电子邮箱
: CN_Shenzhen@kasikornbank.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的本地法人银行
深圳分行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 A座 59楼 02单元
电话
: (86) (755) 8229 1298
传真
: (86) (755) 8228 6897
环球银行财务电讯
: KASI CN BS
分行行长
: Mr.Huang Kueiping
电子邮箱
: Kueiping.h@kasikornbank.com

成都分行
成都市锦江区东御街18号百扬大厦写字楼18楼1801、1802及1803单元
电话
: (86) (28) 6520 9699
传真
: (86) (28) 8592 2639
总经理
: Mr.Ruangchai Sobhavajirakupt (黄准权)
电子邮箱
: Ruangchai.so@kasikornbank.com

上海分行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14楼1402室、200120
电话
: (86)(21) 8011 1518
传真
: (86) (21) 5098 8862
分行行长
: Mr. Panu Kijkongkhajohnchai (吴旭明)
电子邮箱
: Panu.k@kasikornbank.com

香港分行
香港干诺道中168-200号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33楼3316室
电话
: (852) 2526 6811-5
传真
: (852) 2868 4342
环球银行财务电讯
: KASI HK HH
总经理
: Mr. Niasinn Lamsam (伍耐新先生)
电子邮箱
: Niasinn.l@kasikornbank.com

代表处
北京代表处
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9号国际大厦22楼C室 邮编100004
电话
: (86) (10) 6500 8333
传真
: (86) (10) 6500 7899
首席代表
: Ms. Nanthakorn Chatchaiskul (蔡淑珍女士)
电子邮箱
: Kbankbj@China.com

昆明代表处
中国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45号世博大厦27楼2708室 邮编 650011
电话
: (86) (871) 6310 1092,
: (86) (871) 6318 2727
传真
: (86) (871) 6310 5568
首席代表
: Ms.Piyathida Supattana (陈美玲女士)
电子邮箱
: Piyathida.su@kasikornbank.com

日本

深圳龙岗支行

东京代表处

中国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中心城龙城大道99号正中时代广场夹层
03,05,06单元
电话
: (86) (755) 3299 5070
传真
: (86) (755) 2834 3964
总经理
: Ms. Peetiporn Tangsununtham (陈雅涵女士)
电子邮箱
: Peetiporn.t@kasikornbank.com

Room 1807, 18 Floor, Toranomon Hills Mori Tower, 1-23-1 Taranomon,
Minato-ku, Tokyo, Japan
电话
: (66) (2) 888 8826 (For Retail)
: (81) (3) 3595 1833 (For Corporate)
首席代表
: Dr. Chakrit Suwannachote
电子邮箱
: JP_Tokyo@kasikornbank.com

国际服务渠道 / 9

柬埔寨王国
金边分行
45, Sihanouk Blvd, Chaktomuk Sub-District, Daun Penh District,
Phnom Penh, Kingdom of Cambodia
电话
: (855) (23) 214 998-9
传真
: (855) (23) 214 275
总经理
: Mr. Ritthiwut Watthanachai
电子邮箱
: KH_PhnomPenh@kasikornbank.com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注册的本地法人银行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开泰银行有限公司
澜沧总行

河内代表处

Unit 12, Lane Xang Avenue, Xiangngeun Village, Chanthaboury District,
Vientiane Capital,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电话
: (856) (21) 410 888
传真
: (856) (21) 410 889
总经理
: Ms. Piyanoot Sangsana
电子邮箱
: Piyanoot.s@kasikornbank.com

班蓬西暖分行
Ban Ponesinuan, Unit 14, Sysattanak, Vientiane Capital,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电话
: (856) (21) 410 888
传真
: (856) (21) 410 889
总经理
: Mr.Preedee Simapetch
电子邮箱
: Preedee.s@kasikornbank.com

缅甸联邦共和国
仰光代表处
313/315, U Wisara Road, Sanchaung Township, Yangon,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电话
: (95) (0) 1 524285, 1 500727, 1 514868
传真
: (95) (0) 1 516713
首席代表
: Mr. Nuttaphong Visitkitchakarn
电子邮箱
: MM_Yangon@kasikornbank.com

Unit V807, 8th Floor, Pacific Place Building, 83B, Ly Thuong Kiet Street,
Hoan Kiem District, Hanoi, The Social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电话
: (84) (4) 3946 0007
: (84)(43) 946 0008
首席代表
: Mr. Sittiphat Chariyakul
电子邮箱
: VN_Hanoi@kasikornbank.com

胡志明市分行（2021年11月正式成立）
Sun Wah Tower, 115 Nguyen Hue Street, Ben Nghe Ward, District 1,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电话
: 84) (28) 3821 8888
行长
: Mr. Chatuporn Boozaya-Angool
电子邮箱
: VN_KBank@kasikornbank.com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雅加达代表处
Suit 2804, 28th Floor, Indonesia Stock Exchange Building, Tower I,
Jalan Jend. Sudirman Kavling 52-53, Lot 2, Senayan District,
Kebayoran Baru Sub-District, Jakarta 12190, Republic of Indonesia
传真
: Tel (62) 21 5064 5074-5
: Fax (62) 21 5064 5076
首席代表
: Mr. Nara Chotiwanich
电子邮箱
: Nara.c@kasikorn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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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荣誉奖项

2019-2020 年亮点
奖项
2019年最佳直接交易一级交易商
2020年泰国最受推崇品牌
(开泰信用卡和开泰增值(K PLUS) 手机应用)
泰国最佳债券资本市场 (DCM) 承销商
泰国最佳私人银行

机构

奖项

泰国银行
《品牌时代》杂志

《亚洲金融》杂志

2019-2020年泰国信用卡、借记卡、
储蓄存款、中小企业和共同基金五类
产品 第一品牌。

《营销者》杂志和酷络司国际(泰国)

泰国最佳债券商

《亚洲金融》杂志

泰国最佳私人银行

最佳结构化产品外汇银行
最佳企业资金运营销售和结构化团队

机构

泰国国内最佳私人银行

《亚洲私人银行家》

最佳电子商务提案

《亚洲银行家》

《阿尔法东南亚》杂志

零售客户最佳外汇银行

最佳数据分析首创、应用或程序
泰国最佳财富管理服务：
私人银行数字化

亚洲投资组合管理最佳私人银行

《金融时报》

泰国最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

《亚洲货币》杂志

2020年泰国最佳零售银行（连续第11年）

《亚洲银行家》杂志

入选2020年彭博性别平等指数（GEII

《彭博》

历年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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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开泰银行 (KBank) 入选2020年道琼斯可
持续发展指数 (DJSI) 家族, 为泰国首
家连续第五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
世界指数 (DJSI World) 和新兴市场指数
的银行, 并且获得东南亚银行类的最高分,
标志着开泰银行已成功跻身为达到国际
标准的可持续发展银行。

开泰增值 (K PLUS) 手机应用被证明是
泰国最受欢迎的手机银行应用程序
开泰银行透露, 泰国使用手机银行交易
业务人数全球最多, 每天有多达500万户用户
使用K PLUS, 2020年通过K PLUS手机
应用的交易总笔数达到145亿笔。在泰国
所有的手机银行中, K PLUS用户数量排名
第一, 达到1,440万户。

开泰银行私人银行集团获得五个全球
机构的七个奖项
这些奖项是对开泰银行在为客户提供
世界一流私人银行服务的决心和奉献
的肯定,进一步增强开泰银行作为泰国
领先的私人银行服务商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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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中国
2010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
殿下于在曼谷开泰银行叻武拉纳总行
大厦主持了主题为“农村清洁发展”
的第七届中泰友好研讨会。该研讨会
由诗琳通公主殿下御计划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环境保护部和开泰
银行联合举办，旨在加强中泰友好关系，
交流探讨相关知识并落实相关合作，
以促进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为推进“东盟加三数字银行”战略,
开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
在深圳罗湖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
该战略的制定旨在加强与有意将泰国作为
东盟贸易基地的广东企业合作并为其提供
便利。

泰国外交部与开泰银行合作推出泰国电
子签证(Thai e-Visa)系统，旨在为外籍
人士在线申请泰国签证提供便利。
开泰银行开发的电子支付系统受理签
证费支付，可通过信用卡、二维码
和网络银行等多种渠道支付，支持
126种货币的跨境交易，在中国还可
通过微信支付、支付宝和银联云闪付
进行支付。2019年2月15日，泰国
电子签证服务在中国北京率先启动，
2019年3月1日起该服务扩展到中国
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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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开泰银行提供多种金融和非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零售客户和企业客户的所有需求。
金融产品
开泰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分为四大产品领域：

操作与交易
金融交易服务
证券服务
银行卡受理商户和银行卡服务
转账和缴费

保障与信息

储蓄与投资

银行保险
外汇服务
衍生产品

共同基金
存款

融资与借贷
企业贷款产品
个人贷款
零售贷款

非金融产品
开泰银行还从东盟经济共同体金融服务专家的视角提供非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
客户需求。
咨询服务
开泰专家 (K-Expert)：零售业务咨询服务
开泰中小企业关怀 (K-SME Care)：中小企业业务咨询服务
东盟及合作伙伴 (AEC+) 商务咨询：跨境业务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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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
审计师

股东

董事会顾问 / 法律顾问

独立董事委员会

公司秘书

董事会

公司治理委员会

人力资源与薪酬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合规与稽核总部

公司秘书总部

管理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公司秘书总部

大型企业业务总部

企业产品总部

中小企业业务总部

零售业务总部

资本市场业务总部

投资银行业务总部

国际业务总部

客户服务执行总部

企业风险管理总部

财务与控制总部

系统总部

人力资源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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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

卡缇雅·英塔拉卫采女士
首席执行官

陈博文先生
总裁

帕查腊·萨玛拉帕先生
总裁

吉·纪珍先生
总裁

披帕蓬·博沙亚侬博士
总裁

阿迪·莱楚泰博士
公司秘书兼高级执行副总裁

宗腊·叻达纳翩先生
高级执行副总裁
财务与控制总部总监

提迪·丹迪昆拉喃先生
资本市场业务总部总监

吉拉瓦·素蓬派汶先生
私人银行集团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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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

西拉瓦·讪迪威萨先生
高级执行副总裁
交易与财富金融总部联合总监

黄美璇女士
执行副总裁
交易与财富金融总部联合总监

王志伟先生
执行副总裁
稽核总部总监

帕诺·安束信先生
投资银行业务总部总监

胡锦通先生
执行副总裁
国际业务集团总监

郑卓文先生
执行副总裁

黄泽旭先生.
执行副总裁

素腊·李拉他威瓦先生
企业风险管理总部联合总监

波瓦勒·切蓬潘先生
执行副总裁
企业风险管理总部联合总监

迪提财·林坡冬先生
执行副总裁
大型企业业务总部联合总监

提帕功·塞帕塔纳先生
执行副总裁
大型企业业务总部联合总监

毕帕瓦·帕塔拉那威先生
执行副总裁
业务渠道网络总部联合总监

阿卡拉南·提达诗里尉先生
执行副总裁
业务渠道网络总部联合总监

讪萨娜·素卡喃女士
执行副总裁
人力资源总部总监

素帕妮婉·朱达坤女士
执行副总裁
整合渠道和业务解决方案总部总监

查拉腊·碧匿奔乍蓬女士
执行副总裁
信贷产品总部总监

吉差荣·沙盖叻塔纳暖博士
执行副总裁
客户与企业服务执行总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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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人员

开泰银行的员工队伍包括泰籍和外籍员工。本行的外籍员工来自东盟加三地区的不同国家，
担任客户关系经理，或总行、海外分行和代表处的各个部门工作，以满足各种不同来源客户
的需求。 本行的国际人才拥有丰富知识，理解其本国的国情、文化、市场和客户。他们的知
识可增强开泰银行向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

员工总数：

分行员工：

1 0 ,3 2 8

19,862人

总行员工：

9,534

外籍员工

分别来自以下国家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新加坡

越南

中国

日本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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