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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將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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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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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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業績

• 營運收入上升10%至港幣38.01億元 (2017年上半年為港幣34.68億元)

• 除稅前溢利上升35%至港幣16.46億元 (2017年上半年為港幣12.15億元)

• 除稅後溢利上升35%至港幣14.億元 (2017年上半年為港幣10.3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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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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半年至2017年
附註 6月30日 6月30日

利息收入 1 2,095,908         1,756,568         

利息支出 2 (355,034)          (189,477)          

利息收入淨額 1,740,874         1,567,091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3 1,719,267         1,519,107         

買賣收益淨額 4 333,722            253,679            

來自非上市公司的股息收入 3,122                2,138                

其他營運收入 3,874                126,416            

營運收入 3,800,859         3,468,431         

員工成本 (608,335)          (628,366)          

樓宇及設備開支 (156,928)          (152,664)          

折舊開支 (25,978)            (20,868)            

其他營運開支 5 (1,319,312)       (1,346,465)       

營運開支 (2,110,553)       (2,148,363)       

減值損失前營運溢利 1,690,306         1,320,068         

減值損失 - 客戶貸款及墊款 (44,847)            (105,001)          

減值損失 - 其他 793                   -                   

減值損失 (44,054)            (105,001)          

除稅前溢利 1,646,252         1,215,067         

稅項 6 (246,258)          (181,400)          

除稅後溢利 1,399,994         1,033,667         

其他全面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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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2,379              

其後可能會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重估 1,968                111,764            

其他全面損益 1,988                124,143            

全面損益 1,401,982         1,15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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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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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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7,799          8,444,652           

於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 11,051,557          5,411,932           

貸款及墊款 8 106,205,807        107,739,220       

貿易票據 -                      329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30,492,792          27,856,032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8,981,558          27,442,763         

物業、器材及設備 15 394,001               407,025              

無形資產 70,402                 85,813                

遞延稅項資產 55,852                 53,554                

其他資產 3,719,432            3,425,530           

191,389,200        180,866,850       

負債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及結餘 2,693,746            146,755              

客戶存款 16 161,064,474        154,201,564       

交易用途金融負債 168,845               23,892                

當期稅項 301,585               56,126                

其他負債 4,460,227            5,017,124           

168,688,877        159,445,461       

資本

股本 7,348,440            7,348,440           

儲備 17 15,351,883          14,072,949         

22,700,323          21,421,389         

191,389,200        180,866,850       

客戶貸款及墊款 75,664,362          74,587,169

客戶存款 161,784,936        154,968,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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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半年至2017年

6月30日 6月30日

1 利息收入

客戶貸款的利息收入 1,368,825         1,299,522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收入 402,229            308,174              

投資的利息收入

-    上市 3,127                3,962                  

-    非上市 141,293            39,466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 1,915,474         1,651,124           

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

-    上市 1,006                704                     

-    非上市 179,428            104,740              

金融資產總利息收入 2,095,908         1,756,568           

上述數額包括已減值金融資產的應計利息收入1,404千元 (2017年6月30日：2,297千元) 。

2 利息支出

客戶存款的利息支出 314,170            183,635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支出 40,864              5,842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支出 355,034            189,477              

3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零售銀行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893,011            704,759              

信用卡業務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493,760            672,542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的服務費 405,352            395,499              

1,792,123         1,772,800           

收費及佣金支出 (72,856)             (253,693)             

1,719,267         1,51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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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約港幣4,540萬元的經紀費用開支在損益表和其他綜合收益表列為'收費及佣金支

出'。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相關經紀費用開支約為2,710萬港元，並在'收費及佣金收入'扣除。二零一七年

比較數字未予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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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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半年至2017年

6月30日 6月30日

4 買賣收益淨額

外匯買賣收益淨額 256,142              250,637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淨收益 77,580                3,042                  

333,722              253,679              

5 其他營運開支

銷售開支 421,600              442,191              

同系附屬公司開支 745,694              718,017              

其他 152,018              186,257              

1,319,312           1,346,465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準備 245,605              178,125              

海外稅項 3,339                  -                      

遞延稅項 (2,686)                 3,275                  

246,258              181,400              

於2018年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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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1,638         5,411,932           

減：減值準備

- 第1 及第2 階段 (81)                      -                      

- 第3 階段 -                      -                      

11,051,557         5,4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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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於2018年 於2017年

8 貸款及墊款, 扣除減值準備 6月30日 12月31日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75,283,984       74,048,216     

減：減值準備

- 第1 及第2 階段 (309,936)          -                  

- 第3 階段 (30,147)            -                  

- 個別評估 -                   -                  

- 綜合評估 -                   (227,996)         

74,943,901       73,820,220     

同業貸款及墊款總額 31,262,002       33,919,000     

減：減值準備

- 第1 及第2 階段 (96)                   -                  

- 第3 階段 -                   -                  

31,261,906       33,919,000     

106,205,807     107,73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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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51,407      21,502,180       4,100,533         730,994            76,185,114     

  其中：美國 49,632,693      12,182,520       1,128,857         164,946            63,10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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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54,762      19,236,750       4,396,371         769,964            71,057,847     

  其中：美國 46,483,944      10,964,660       1,349,143         193,503            58,99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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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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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719            -                   21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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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721         865,446            2,876,167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791                   -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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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8              50                     21,608              

總額 2,252,789         865,496            3,118,285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192,104,211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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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96              -                   5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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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367         868,316            2,689,683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871                   -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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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40              50                     25,990              

總額 1,908,074         868,366            2,776,440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181,632,713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1.05%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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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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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7,420         100% 3,663,045         100%

批發及零售業 260,144            33% 304,725            33%

製造業 46,173              37% 57,203              37%

其他 114,831            19% 134,434            20%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40,199,181       100% 38,866,706       100%

信用卡墊款 11,851,762       - 12,755,573       -

其他 19,855,560       72% 18,946,218       70%

75,775,071       74,727,904       

對外幣保證金產品賬戶作出

的淨額調整 (720,462)          (766,949)          

在香港使用的客戶貸款

及墊款 75,054,609       73,960,955       

在香港以外地區使用的客戶

貸款及墊款 8,441                -                   11,708              -

貿易融資 220,934            15% 75,553              53%

總額 75,283,984       74,048,216       

上述分析是根據金管局所採用的類別及定義分類。

於2018年6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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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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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                446                   

信用卡墊款 30,623              32,558              

其他 2,475                4,128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1,175                1,979                

信用卡墊款 30,623              32,558              

其他 20,842              24,448              

綜合減值準備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1,617                522                   

信用卡墊款 253,279            172,076            

其他 37,525              39,453              

特定減值準備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                   -                   

信用卡墊款 26,998              -                   

其他 2,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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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95              0.05% 36,697              0.05%

- 6個月至1年 -                   -                   -                   0.00%

- 1年以上 -                   0.00% 446                   0.00%

34,695              0.05% 37,14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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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5                4,005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有擔保部分 1,175                446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無擔保部分 33,520              36,697              

34,695              37,143              

特定減值準備 24,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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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7              0.02% 21,85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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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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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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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95              0.05% 37,143              0.05%

經重組客戶貸款及墊款 18,367              0.02% 21,853              0.03%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53,062              0.07% 58,996              0.08%

14 收回資產

於2018年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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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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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及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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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 405,528           141,383           231,126           27,400             805,437           

增置 -                   2,776               122                  10,056             12,954             

轉移 -                   101                  2,382               (2,483)              -                   

註銷 -                   (24)                   (122)                 -                   (146)                 

於2018年6月30日 405,528           144,236           233,508           34,973             818,245           

累計折舊:

於2018年1月1日 104,763           114,270           179,379           -                   398,412           

期內折舊 4,055               5,040               16,883             -                   25,978             

註銷 -                   (24)                   (122)                 -                   (146)                 

於2018年6月30日 108,818           119,286           196,140           -                   424,244           

賬面淨值:

於2018年6月30日 296,710           24,950             37,368             34,973             394,001           

於2017年12月31日 300,765           27,113             51,747             27,400             407,025           

16 客戶存款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活期存款及往來賬戶 34,152,568      35,125,097      

儲蓄存款 82,747,259      87,836,273      

定期存款及通知存款 44,164,647      31,240,194      

161,064,474    154,201,564    

17 儲備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投資重估儲備 (14,966)            161,682           

保留溢利 15,378,325      13,921,880      

股本儲備 (11,476)            (10,613)            

15,351,883      14,07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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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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重估儲備

股本儲備

(b) 監管儲備

(c)

投資重估儲備包含直至金融資產終止確認為止，這些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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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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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722千元

(2017年12月31日：998,973 千元)。

董事會宣布派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股息784,820千元 

(2017年中期股息：779,9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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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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貨幣衍生工具

遠期和期貨 15,995,423   11,153,711   

買入期權 3,353,570     2,327,212     

賣出期權 3,353,570     2,327,212     

22,702,563   15,80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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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19        168,845   71,804          97,858          23,892          6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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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30日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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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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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0                3,573                

遠期有期存款 159,498            1,286                

其他承擔

- 原訂到期期限不超逾一年 1,890,254         888,275            

- 原訂到期期限超逾一年 838,032            903,212            

- 可無條件撤銷 75,702,891       73,189,122       

78,598,935       74,985,468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 371,844            24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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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30日 美元 人民幣

現貨資產 62,293,256       1,335,493         

現貨負債 (51,851,340)     (1,754,517)       

遠期買入 1,626,356         729,228            

遠期賣出 (11,884,055)     (26,889)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184,217            283,315            

於2017年

12月31日 美元 人民幣

現貨資產 57,128,938       924,675            

現貨負債 (49,489,993)     (1,548,398)       

遠期買入 1,115,538         839,874            

遠期賣出 (8,679,996)       (8,511)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74,487              207,640            

於上述呈報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結構性外幣持倉。

21 監管披露

本公司的外幣持倉源自外匯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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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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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為中文譯本。如中、英文本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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