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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本公司謹將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資料披露報告呈覽。本報告的內容是根據《銀行業條例》
第60A條所訂立的《銀行業 (披露) 規則》編製。

承董事會命

伍燕儀         

董事兼行政總裁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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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花旗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董事會公布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業績

於回顧期內，營運收入為港幣34.68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3%)。

營運支出為港幣21.48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1%)。

各項貸款及墊款的減值虧損為港幣1.05億元(比去年同期下跌50%)。

期內稅後盈利為港幣10.34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8%)。

客戶貸款及墊款為港幣668億元(比2016年12月上升1%)。同時，客戶存款為港幣1,464億元(比2016年12月上

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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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損益賬及全面損益賬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半年至2017年 半年至2016年

附註 6月30日 6月30日

利息收入 1 1,756,568         1,664,649         

利息支出 2 (189,477)           (164,409)           

利息收入淨額 1,567,091         1,500,240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3 1,519,107         1,300,490         

買賣收益淨額 4 253,679            268,173            

來自非上市公司的股息收入 2,138                2,250                

其他營運收入 126,416            (13,709)             

營運收入 3,468,431         3,057,444         

員工成本 (628,366)           (578,865)           

樓宇及設備開支 (152,664)           (182,723)           

折舊開支 (20,868)             (28,500)             

其他營運開支 5 (1,346,465)        (1,151,624)        

營運開支 (2,148,363)        (1,941,712)        

減值前營運溢利 1,320,068         1,115,732         

個別評估  - 新增準備 (156,720)           (186,436)           

 - 收回 53,336              60,239              

綜合評估  - 新增準備 (1,617)               (85,830)             

客戶貸款及墊款的減值損失 (105,001)           (212,027)           

除稅前溢利 1,215,067         903,705            

稅項 6 (181,400)           (152,131)           

除稅後溢利 1,033,667         751,574            

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遞延稅項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利益的退休計劃淨值 12,379              (4,849)               

其後可能會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值重估 111,764            (1,663)               

全面損益 124,143            (6,512)               

期內溢利和全面損益總額 1,157,810         74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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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財務狀況表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於2017年 於2016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資產

現金及於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結餘 8,754,265         9,689,133         

於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 9,035,219         9,324,682         

貸款及墊款 8 97,828,569       94,683,352       

貿易票據 891                   6,267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36,197,328       30,434,27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6,883,092       15,185,197       

物業、器材及設備 15 396,546            410,270            

無形資產 102,738            119,785            

當期稅項資產 -                    3,938                

遞延稅項資產 54,948              60,839              

其他資產 3,037,138         3,182,483         

172,290,734     163,100,216     

負債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及結餘 603,209            1,171,708         

客戶存款 16 146,418,822     137,692,990     

交易用途金融負債 86,512              192,251            

當期稅項 169,781            -                    

其他負債 4,353,596         3,761,972         

151,631,920     142,818,921     

資本

股本 7,348,440         7,348,440         

儲備 17 13,310,374       12,932,855       

20,658,814       20,281,295       

172,290,734     163,100,216     

客戶貸款及墊款 67,569,034       66,896,287

客戶存款 147,188,071     138,408,084

此財務狀況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下表載列了在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將有

關資產及負債互相抵銷前，按照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發出的銀行申報表填報指示所披露的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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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半年至2017年 半年至2016年

6月30日 6月30日

1 利息收入

客戶貸款的利息收入 1,299,522         1,329,429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收入 308,174            261,566              

投資的利息收入

-    上市 3,962                12,783                

-    非上市 39,466              14,869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 1,651,124         1,618,647           

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

-    上市 704                   707                     

-    非上市 104,740            45,295                

金融資產總利息收入 1,756,568         1,664,649           

上述數額包括已減值金融資產的應計利息收入2,297千元 (2016年6月30日：3,068千元) 。

2 利息支出

客戶存款的利息支出 183,635            155,674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支出 5,842                8,735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支出 189,477            164,409              

3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零售銀行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704,759            478,124              

信用卡業務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672,542            692,440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的服務費 395,499            405,114              

1,772,800         1,575,678           

收費及佣金支出 (253,693)           (275,188)             

1,519,107         1,300,490           

上述整筆數額是指並非持作買賣或指定為按公允值列賬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所產生的收費及佣金收

入淨額 (不包括在釐定實際利率時所計入的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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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半年至2017年 半年至2016年

6月30日 6月30日

4 買賣收益淨額

外匯買賣收益淨額 250,637            266,871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淨收益 3,042                1,302                

253,679            268,173

5 其他營運開支

銷售開支 442,191            320,279            

同系附屬公司開支 718,017            652,048            

其他 186,257            179,297            

1,346,465         1,151,624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準備 178,125            168,895            

海外稅項 -                    3                       

遞延稅項 3,275                (16,767)             

181,400            152,131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7 於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於1至12個月內到期 9,035,219         9,324,682         

8 貸款及墊款, 扣除減值準備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67,103,585       66,483,376       

減：減值準備

- 個別評估 -                    -                    

- 綜合評估 (303,800)           (302,183)           

66,799,785       66,181,193       

同業貸款及墊款總額 31,028,784       28,502,159       

97,828,569       94,68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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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9 按區域分析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10 國際債權

同業 官方部門 

非銀行
金融機構

非金融
私營機構 總額

發達國家 45,216,431      28,269,395       2,913,355         734,802            77,133,983   

  其中：美國 44,981,452      20,293,733       1,837,956         138,610            67,251,751   

同業 官方部門 

非銀行
金融機構

非金融
私營機構 總額

發達國家 45,931,899      22,595,354       2,913,355         691,749            72,132,357   

  其中：美國 44,867,324      15,531,266       1,837,956         128,275            62,364,821   

按區域劃分的客戶貸款及墊款是根據交易對手的所在地分類。在計及風險轉移後，香港以外的個

別國家於上述呈報日期的客戶貸款及墊款風險承擔均沒有超過累計貸款及墊款總額的10% 。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以下是對主要國家或地區分部之風險分析，乃參照香港金融管理局有

關報表所列之對手的所在地及類別分類。國際債權包括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承擔，按主要國家或

地區分部作出分類並已計及風險轉移因素後而劃定。

個別國家或地區分部並已計及風險轉移後佔國際債權總額不少於10%之國際債權詳列如下：

非銀行私營機構 

 於2017年6月30日

 於2016年12月31日

非銀行私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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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1 內地活動 

資產負債表內
的風險額

資產負債表外
的風險額 總風險額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控股的機構

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57,374              -                    57,374              

内地居民及在中国内地成立的其他機構

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1,391,120         862,311            2,253,431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841                   -                    841                   

其它交易對手（呈報機構認為其所涉之對內地

非銀行類客戶的風險承擔） 27,273              50                     27,323              

總額 1,476,608         862,361            2,338,969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173,059,213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0.85%

資產負債表內
的風險額

資產負債表外
的風險額 總風險額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控股的機構

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55,477              -                    55,477              

内地居民及在中国内地成立的其他機構

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1,102,370         945,661            2,048,031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734                   -                    734                   

其它交易對手（呈報機構認為其所涉之對內地

非銀行類客戶的風險承擔） 28,286              50                     28,336              

總額 1,186,867         945,711            2,132,578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163,811,421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0.72%

於2016年12月31日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以下對非銀行類客戶的內地業務相關授信風險額之分析，乃參照香港金

融管理局有關報表所列之機構類別及直接風險額之類別以作分類。

於201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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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2 按行業分析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金額

有抵押品或其
他擔保的貸款
及墊款百分比 金額

有抵押品或其
他擔保的貸款
及墊款百分比

在香港使用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工商及金融業

物業投資 3,964,567         100% 4,299,356         100%

批發及零售業 340,274            34% 372,349            35%

製造業 75,741              40% 92,770              34%

其他 137,981            19% 149,860            20%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35,923,301       100% 35,291,200       100%

信用卡墊款 12,008,612       - 13,560,224       -

其他 15,304,902       66% 13,285,781       60%

67,755,378       67,051,540       

對外幣保證金產品賬戶作出

的淨額調整 (769,249)           (715,094)           

在香港使用的客戶貸款

及墊款 66,986,129       66,336,446       

在香港以外地區使用的客戶

貸款及墊款 11,465              - 12,765              -

貿易融資 105,991            51% 134,165            58%

總額 67,103,585       66,483,376       

上述分析是根據金管局所採用的類別及定義分類。

於2017年6月30日 於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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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2 按行業分析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續)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446                   3,490                

信用卡墊款 31,076              33,269              

其他 3,150                4,402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2,007                5,089                

信用卡墊款 31,076              33,269              

其他 21,648              27,996              

綜合減值準備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313                   974                   

信用卡墊款 215,872            221,657            

其他 59,762              53,328              

佔本公司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10%以上的行業的逾期及已減值貸款及墊款和相關的綜合減值準

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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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3 逾期及經重組資產

(i)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客戶貸款及墊款已逾期:

- 3個月至6個月 36,105              0.05% 40,715              0.06%

- 6個月至1年 -                    -                    446                   0.00%

- 1年以上 446                   0.00% 4,527                0.01%

36,551              0.05% 45,688              0.07%

就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有擔保部分所持有抵押品

的現行市值 5,136                23,176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有擔保部分 1,892                8,017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無擔保部分 34,659              37,671              

36,551              45,688              

就逾期貸款及墊款所持有的抵押品大多以物業為主。

(ii) 經重組客戶貸款及墊款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經重組客戶貸款及墊款 20,059              0.03% 25,194              0.04%

經重組貸款及墊款是指由於債務人財政狀況轉壞或無法按原定還款期還款而已經重組或重新議定條件

的貸款及墊款。經重組的客戶貸款及墊款並不包括任何逾期三個月以上的貸款及墊款，這些貸款及墊

款已包括在第 (i) 部分的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中。

於2017年6月30日 於2016年12月31日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有抵押部分是就未償還結餘所持有的抵押品數額。當抵押品價值高於貸款及墊

款總額時，則只計入與貸款及墊款總額等同的抵押品價值。

在計及風險轉移後，香港以外的個別國家於上述呈報日期的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風險承擔均沒有超過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的10% 。

於2017年6月30日 於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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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3 逾期及經重組資產 (續)

(iii)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 36,551              0.05% 45,688              0.07%

經重組客戶貸款及墊款 20,059              0.03% 25,194              0.04%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56,610              0.08% 70,882              0.11%

14 收回資產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收回資產 -                    -

當資產因貸款重組或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而被收回用作解除債務人全部或部分負債時，會以其變現淨

值或資產的賬面值(扣除任何減值準備)的較低數額列入財務狀況表的「其他資產」，直至資產變現為

止。

於2017年6月30日 於2016年12月31日

在計及風險轉移後，香港以外的個別國家於上述呈報日期的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風險承擔均沒有超

過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的10% 。

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貸予同業之款額或其他資產，並無逾期三個月以上或經重組之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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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5 物業、器材及設備

按成本列賬的
自用

建築物
廠房、機械及

其他資產 裝置 在建工程
物業、器材及

設備總值

成本或估值:

於2017年1月1日 405,528           160,904           218,566           33,001             817,999           

增置 -                   5,448               -                   9,282               14,730             

轉移 -                   3,068               28,577             (31,645)            -                   

註銷 -                   (35,944)            (21,311)            (1,023)              (58,278)            

於2017年6月30日 405,528           133,476           225,832           9,615               774,451           

累計折舊:

於2017年1月1日 96,652             133,123           177,954           -                   407,729           

期內折舊 4,055               5,902               10,911             -                   20,868             

註銷 -                   (29,461)            (21,231)            -                   (50,692)            

於2017年6月30日 100,707           109,564           167,634           -                   377,905           

賬面淨值:

於2017年6月30日 304,821           23,912             58,198             9,615               396,546           

於2016年12月31日 308,876           27,781             40,612             33,001             410,270           

16 客戶存款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活期存款及往來賬戶 32,881,300      30,030,645      

儲蓄存款 87,210,194      81,937,884      

定期存款及通知存款 26,327,328      25,724,461      

146,418,822    137,692,990    

17 儲備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可供出售重估儲備 103,404           (8,360)              

保留溢利 13,217,041      12,950,955      

股本儲備 (10,071)            (9,740)              

13,310,374      12,93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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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7 儲備 (續)

(a) 儲備的性質和用途

可供出售重估儲備

股本儲備

(b) 監管儲備

(c)

可供出售重估儲備包含直至金融資產終止確認為止，這些可供出售證券的公允值累計變動淨額，並按

照有關會計政策處理。

股本儲備包含本公司向僱員發送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的公允值累計變動，並按照有關會計政策處理。

為符合香港銀行業條例及本地有關監管機構就審慎監管之規定及要求，本公司已撥出監管儲備。

於2017年6月30日，此規定的影響為使可分派予股東的儲備金額減少809,314千元

(2016年12月31日：1,014,907 千元)。

董事會宣報派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股息779,960千元 

(2016年中期股息：775,73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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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8 衍生工具

(i) 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貨幣衍生工具

遠期和期貨 22,052,972   17,317,895   

買入期權 3,356,879     2,470,451     

賣出期權 3,356,879     2,470,451     

28,766,730   22,258,797   

(ii) 衍生工具的公允值和信貸風險加權總額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貨幣衍生工具 174,090   86,512     143,473        84,037          192,251        97,589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簽訂任何衍生工具雙邊淨額結算安排，因此這些數額以總額列示。

衍生工具是指根據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或指數的價值來釐定其價值的財務合約。這些工具的名義

數額代表未完成的交易額，並不代表風險數額。

衍生工具是用作管理本公司的市場風險，為資產負債管理的一環，本公司亦出售衍生工具予客戶

作商業活動。本公司所用的主要衍生工具是與匯率相關的合約，主要為場外交易的衍生工具。

信貸風險加權總額是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資本規則》」）進行評估。計算所得的金

額視乎交易對手的身分及工具的期限特性而定。信貸風險加權介乎0%至1250% 。

於2017年6月30日 於2016年12月31日

公允值 信貸風險
加權總額

公允值 信貸風險
加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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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9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合約或名義金額

與貿易有關之或然項目 4,361                10,138              

遠期有期存款 931                   5,922                

其他承擔

- 原訂到期期限不超逾一年 908,717            488,207            

- 原訂到期期限超逾一年 1,001,288         1,028,293         

- 可無條件撤銷 71,088,684       68,809,688       

73,003,981       70,342,248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 274,658            239,089            

或然負債及承擔包括遠期有期存款和與信貸有關的工具。所涉及的風險與給予客戶備用信貸時

所承擔的信貸風險類似。因此，這些交易亦須符合客戶申請貸款時所遵照的信貸申請、維持信

貸組合及抵押品規定。合約數額是指合約額全數提取但客戶不履約時需要承擔的風險數額。由

於大部分其他承擔預期會在未被提取前已到期，故合約總額並不反映未來負債要求。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是根據《資本規則》進行評估。計算所得的金額視乎交易對手的身分及工具

的期限特性而定。信貸風險加權介乎0%至1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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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20 貨幣風險

個別外幣的持倉淨額佔所有外幣淨盤總額10%或以上均予以披露。

於2017年

6月30日 美元 人民幣

現貨資產 65,811,322       609,543            

現貨負債 (51,914,365)      (1,335,211)        

遠期買入 3,170,270         930,198            

遠期賣出 (17,005,657)      (77,271)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61,570              127,259            

於2016年

12月31日 美元 人民幣

現貨資產 60,542,285       407,341            

現貨負債 (46,852,397)      (1,422,373)        

遠期買入 1,122,351         1,057,494         

遠期賣出 (14,718,813)      (11,895)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93,426              30,567              

於上述呈報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結構性外幣持倉。

本公司的外幣持倉源自外匯買賣。所有外幣持倉均由財資部管理，並維持在經市場風險管理部門核准

的限額內。

本公司設法將以外幣為單位的資產與以同一貨幣為單位的負債，管理在核准限額內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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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21 流動資金狀況 

半年至  2017年 半年至 2016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期內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 42.92% 37.33%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政策和程序 

•      本集團內的存款水平

•      對外流動資產比率

•      流動資產比率 

•      貸款對存款的比率 

•      每天S2 

•      內部流動資金保障比率 

本公司已成立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憲章包括監測和控制流動資金。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監

管資產負債表的走勢，確保有效關注到會影響該等存款的穩定性的因素。 

本公司的管理層有責任確保本公司符合當地的法規和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設置的限制。財務部門負責

本公司所有流動資金風險的日常管理工作。董事會最終負責監管流動資金風險，並確保本公司有適當

的流動資金管理流程。 

本公司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架構規定要為審慎的流動資金管理而設定限額。有關限額涉及以下各項：

本公司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流程整合到整個花旗的流動資金及資金管理過程和流動資金監管架構。流

動資金風險管理包括發生在花旗集團層面，在花旗銀行層面，國家層面和受影響的公司層面。 

流動性維持比率是根據由2015年1月1日起生效的《銀行業(流動性)規則》計算，平均比率以每個曆月

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的簡單平均數。

花旗政策要求所有受影響的公司層面（這是本公司經營的層面)保持充裕流動資金的狀況，並且確保有

充足的現金流量應付所有財務承擔和抓緊機遇拓展業務。這包括本公司有能力在即時或合約期滿時滿

足客戶的提款要求，在借款到期時還款，符合法定流動資金比率，並把握貸款及投資的機會。本公司

資金來源為客戶存款，包括往來賬戶,儲蓄賬戶和定期存。本公司的客戶存款的種類及到期日分佈甚為

廣泛，屬於本公司的穩定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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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流動資金狀況 (續)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續)

政策和程序(續)

壓力測試 

本公司最少每年檢討所有限額一次，並在有需要時增加檢討次數，以確保限額仍然適合當時市況及業

務策略。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會定期監測和審查這些限制和目標。超出限額的個案需要向上級匯報及

按照授權架構批核，並由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和董事會審閱。在香港(國家層面),本公司的應急流動資

金計劃列出在流動資金危機時的觸發點和行動，以確保高級管理人員在這情況下能夠作出有效應對。 

本公司主要持有在出現流動資金壓力時可作為抵押品予以折現、購回或動用的政府證券。

花旗使用包括如下所述的多種措施以監控流動資金。此外，對於金融機構(例如花旗集團)如何管理流

動資金的標準和要求不繼更新,其中影响到下文討論的一些措施。 

壓力測試和情況分析的目的是量化在流動資金壓力下對資產負債表內及資產負債表外的影響,應急資

金和其他流動資金的承擔數額，並確保有可行的融資方案。這些情況作出不同的假設,包括資金來源

的改變，市場觸發的改變（如信用評級），資金潛在的用途,和某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情況。這些情

況包括標準和廣泛市場壓力情境，以及本公司特定情況。 

本公司進行一系列流動資金相關的壓力分析,有超過全年的情況,有只掩蓋一個月的緊急情況，還有其

他時間框架的情況。這些流動資金壓力情況能測量本公司於管理現金流入及流出到期時有沒有任何錯

配,從而設定流動資金管理的限額。為了監管本公司的流動資金情況,這些壓力測試和潛在的錯配會用

不同的頻率來計算，重要的測試更會每天進行。每天S2是花旗集團的主要的長期壓力指標，監控資

金的盈餘或赤字。這指標需要整個香港層面包括有集團內借貸下有足夠的流動資金去滿足在廣泛市場

壓力下12個月內全部到期的負債，即自給率必須達到最低的自給自足標準100％。所有在壓力情況使

用的假設必須在“年度資金和流動資產計劃”的過程中獲得批准。另一個指標S4 -

“特定機構和地方市場壓力情況”，則要求12個月的自給自足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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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流動資金狀況 (續)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續)

壓力測試  (續)

具產權負擔和無產權負擔資產

每天S2是為所有主要貨幣包括港幣，人民幣和G10貨幣而設。其他幣種都包含在普遍性S2。 

內部流動資金保障比率是花旗的日用短期流動資金壓力指標。 它是把巴塞爾協定III 

架構的監管假設和花旗內部的假設合併，而定出的30天流動資金保障比率。在香港國家層面必須滿足

這30天內部流動資金保障比率。 

倘資產已用作某項現有負債的抵押品予以質押，因而不能提供予銀行以擔保融資、應付抵押品需要或

出售以減少資金需求，則從流動資金角度來看，該項資產被視為具產權負擔。因此，倘資產未就現有

負債予以質押，便可被分類為無產權負擔。本公司在2017年6月30日所持有的高品質流動性資產除了

預留了一小部分用於日內流動資金抵押回購協議,大多是無產權負擔的資產。 

本公司持有足夠的高品質流動性資產,因此在壓力下可以出售或用作抵押來提供流動性資產。該高品質

流動性資產成分主要是政府債券與一小部分的高投資級別信用債券。本公司於2017年6月30日的流動

性資產大約為港幣520億。

本公司每天監控交易對手對衍生工具抵押品的要求。本公司的抵押品管理部門監控抵押限制,而限制是

按交易對手而定。鑑於本公司的衍生工具合約主要是外匯掉期交易,佔本公司的資產負債表的一小部分

和抵押品是現金，評級下調對本公司的衍生工具抵押品要求影響甚微。

21



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22 資本充足比率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本公司的監管資本狀況如下：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30.58% 29.27%

一級資本比率 30.58% 29.27%

總資本比率 31.65% 30.35%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 1.22% 0.61%

防護緩衝資本比率

23 槓桿比率

於2017年 於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槓桿比率 10.90% 11.18%

資本充足比率乃根據《資本規則》計算。本公司以「標準計算法」計算信貸風險、市場風險及業務操

作風險的風險加權資產。

監管資本披露可於本公司網站www.citibank.com.hk瀏覽，涵蓋本公司各種資本工具之主要特點，以及

有關條款及細則、本公司普通股權一級資本、額外一級資本、二級資本及監管規定扣減項目之詳細分

類，以及本公司會計及監管規定資產負債表之全面對賬。

槓桿比率之披露是由2015年3月31日起生效，其計算乃按金管局根據《資本規則》第3C條頒布的通知

內所指定的基準。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第24A條的有關披露資料，可瀏覽本公司網站 

www.citibank.com.hk。 

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用以計算2017年及2016年之緩衝水平的防護緩衝資本比率分別是

1.250%及0.625%。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第24B條的有關披露本期的資料，可瀏覽本公司網站www.citibank.com.hk。

第三支柱監管披露所載本期之披露是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而編製，而金管局所頒布的披露模

版，可瀏覽本公司網站www.citiban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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