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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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業績

• 營運收入下跌2%至港幣35.20億元 (2019年上半年為港幣36.02億元)

• 除稅前溢利下跌20%至港幣11.84億元 (2019年上半年為港幣14.85億元)

• 除稅後溢利下跌20%至港幣9.76億元 (2019年上半年為港幣12.1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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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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半年至2019年

附註 6月30日 6月30日

利息收入 1 2,411,257         2,841,951         

利息支出 2 (751,705)           (1,019,817)        

利息收入淨額 1,659,552         1,822,134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3 1,618,953         1,693,007         

買賣收益淨額 4 233,497            76,065              

來自非上市公司的股息收入 3,977                2,707                

出售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之淨收益 1,029                -                    

其他營運收入 3,304                8,307                

營運收入 3,520,312         3,602,220         

員工成本 (607,638)           (598,365)           

樓宇及設備開支 (32,195)             (37,645)             

折舊開支 (128,524)           (130,652)           

其他營運開支 5 (1,273,742)        (1,299,946)        

營運開支 (2,042,099)        (2,066,608)        

減值損失前營運溢利 1,478,213         1,535,612         

減值損失 - 客戶貸款及墊款 (288,484)           (50,071)             

減值損失 - 其他 (2,362)               (901)                  

減值損失 (290,846)           (50,972)             

減值後營運溢利 1,187,367         1,484,640         

變賣物業、器材及設備損失 (3,393)               -                    

除稅前溢利 1,183,974         1,484,640         

稅項 6 (207,601)           (266,829)           

除稅後溢利 976,373            1,21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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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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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允值重估 65,449              (14,173)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於出售轉入損益賬之公

允值變動
(1,029)               -                    

其他全面損益 61,507              (14,140)             

全面損益 1,037,880         1,20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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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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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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3,258          12,949,226         

於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 10,339,699          9,047,648           

貸款及墊款 8 129,071,226        131,060,164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58,812,660          51,638,058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 31,357,541          24,100,132         

物業、器材及設備 15 743,570               827,895              

無形資產 38,181                 49,327                

遞延稅項資產 47,981                 68,348                

其他資產 4,414,634            3,086,413           

245,658,750        232,827,211       

負債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及結餘 27,427,109          30,158,731         

客戶存款 16 187,774,846        174,758,805       

交易用途金融負債 36,389                 36,200                

當期稅項 222,680               526,034              

其他負債 6,325,914            4,511,934           

221,786,938        209,991,704       

資本

股本 7,348,440            7,348,440           

儲備 17 16,523,372          15,487,067         

23,871,812          22,835,507         

245,658,750        232,827,211       

客戶貸款及墊款 97,706,141          99,321,834         

客戶存款 188,259,204        175,40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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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半年至2019年

6月30日 6月30日

1 利息收入

客戶貸款的利息收入 1,543,537         1,543,296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收入 397,826            462,908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    上市 2,333                1,229                  

-    非上市 224,246            250,898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 2,167,942         2,258,331           

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    上市 5,536                626                     

-    非上市 237,779            582,994              

金融資產總利息收入 2,411,257         2,841,951           

上述數額包括已減值金融資產的應計利息收入2,093千元 (2019年6月30日：1,955千元) 。

2 利息支出

客戶存款的利息支出 541,750            691,706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支出 205,506            328,111              

其他利息支出 4,449                -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支出 751,705            1,019,817           

3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零售銀行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846,148            832,177              

信用卡業務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361,398            504,309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的服務費 443,371            437,433              

1,650,917         1,773,919           

收費及佣金支出 (31,964)             (80,912)               

1,618,953         1,69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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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半年至2019年

6月30日 6月30日

4 買賣收益淨額

外匯收益淨額 315,823              282,171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淨損失 (82,326)               (206,106)             

233,497              76,065                

5 其他營運開支

銷售開支 375,268              412,127              

同系附屬公司開支 724,466              736,887              

其他 174,008              150,932              

1,273,742           1,299,946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準備 197,836              245,643              

海外稅項 1,703                  3,166                  

遞延稅項 8,062                  18,020                

207,601              266,829              

於2020年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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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39,793         9,047,689           

減：減值準備

- 第1 階段 (94)                      (41)                      

- 第2 階段 -                      -                      

- 第3 階段 -                      -                      

10,339,699         9,04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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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於2020年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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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90,991       99,070,064     

減：減值準備

- 第1 階段 (288,647)           (174,832)         

- 第2 階段 (227,874)           (182,760)         

- 第3 階段 (52,687)             (38,720)           

97,221,783       98,673,752     

同業貸款及墊款總額 31,849,703       32,386,559     

減：減值準備

- 第1 階段 (260)                  (147)                

- 第2 階段 -                    -                  

- 第3 階段 -                    -                  

31,849,443       32,386,412     

129,071,226     131,06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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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14,939      52,169,130       6,337,265         1,045,034         109,866,368   

  其中：美國 49,799,862      41,914,850       3,267,678         331,331            95,31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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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99,074      45,446,380       6,688,256         1,069,377         106,003,087   

  其中：美國 52,161,511      34,275,780       3,807,223         295,500            90,54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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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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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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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087         911,195            2,852,282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542                   -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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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3              -                    12,063              

總額 1,953,692         911,195            2,864,887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246,143,108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0.79%

資產負債表內
的風險額

資產負債表外
的風險額 總風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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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7,726         930,157            3,867,883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789                   -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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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7              -                    18,627              

總額 2,957,142         930,157            3,887,299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233,475,293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1.27%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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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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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4,832         100% 3,083,098         100%

批發及零售業 37,801              50% 63,211              41%

製造業 5,252                62% 8,588                45%

其他 23,506              58% 37,916              43%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60,775,875       100% 55,171,177       100%

信用卡墊款 12,308,634       -                    13,473,213       -                    

其他 22,194,454       74% 27,869,597       80%

98,270,354       99,706,800       

對外幣保證金產品賬戶作出

的淨額調整 (484,358)           (648,082)           

在香港使用的客戶貸款

及墊款 97,785,996       99,058,718       

在香港以外地區使用的客戶

貸款及墊款 4,995                -                    11,346              -                    

貿易融資 -                    -                    -                    -                    

總額 97,790,991       99,070,064       

上述分析是根據金管局所採用的類別及定義分類。

於2020年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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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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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4              -                    

信用卡墊款 56,665              40,934              

其他 8,297                3,772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29,026              3,147                

信用卡墊款 56,665              40,934              

其他 30,029              22,551              

綜合減值準備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3,301                1,400                

信用卡墊款 418,050            289,198            

其他 91,478              60,391              

特定減值準備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2                       -                    

信用卡墊款 48,610              36,319              

其他 2,509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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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57              0.07% 44,706              0.05%

- 6個月至1年 26,004              0.03% -                    0.00%

- 1年以上 -                    0.00% -                    0.00%

92,261              0.10% 4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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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53              -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有擔保部分 26,332              -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無擔保部分 65,929              44,706              

92,261              44,706              

特定減值準備 48,076              3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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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54              0.03% 21,926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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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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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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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61              0.10% 44,706              0.05%

經重組客戶貸款及墊款 24,754              0.03% 21,926              0.02%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117,015            0.13% 66,632              0.07%

14 收回資產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收回資產 -                    2,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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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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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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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權資產

裝置、廠房、機械
及其他資產 在建工程

物業、器材及
設備總值

成本或估值:

於2020年1月1日 405,528           624,654           429,258                  60,113             1,519,553        

增置 -                   43,483             1,674                      5,242               50,399             

轉移 -                   -                   10,344                    (10,344)            -                   

註銷 -                   -                   (61,321)                   (2,807)              (64,128)            

於2020年6月30日 405,528           668,137           379,955                  52,204             1,505,824        

累計折舊:

於2020年1月1日 120,985           211,440           359,233                  -                   691,658           

期內折舊 4,055               100,028           24,441                    -                   128,524           

註銷 -                   -                   (57,928)                   -                   (57,928)            

於2020年6月30日 125,040           311,468           325,746                  -                   762,254           

賬面淨值:

於2020年6月30日 280,488           356,669           54,209                    52,204             743,570           

於2019年12月31日 284,543           413,214           70,025                    60,113             827,895           

16 客戶存款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活期存款及往來賬戶 38,183,432      32,504,494      

儲蓄存款 106,053,372    80,764,983      

定期存款及通知存款 43,538,042      61,489,328      

187,774,846    174,758,805    

17 儲備

於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公平價值儲備 58,093             (6,327)              

保留溢利 16,477,663      15,504,203      

股本儲備 (12,384)            (10,809)            

16,523,372      15,48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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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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價值儲備

股本儲備

(b) 監管儲備

(c)

該儲備包括於報告期末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之金融資產內債務證券

的公允價值累計淨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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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直接在保留溢利內劃

定監管儲備。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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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24千元(2019

年12月31日：629,618千元)。

董事會宣布派發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股息736,288千元 

(2019年中期股息：1,772,65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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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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於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貨幣衍生工具

遠期和期貨 11,709,011   9,152,558     

買入期權 1,715,038     2,288,638     

賣出期權 1,715,038     2,288,638     

15,139,087   13,72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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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24        36,389     42,501          82,996          36,200          7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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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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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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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遠期有期存款 864,796            39                     

其他承擔

- 原訂到期期限不超逾一年 2,117,948         606,477            

- 原訂到期期限超逾一年 732,355            728,002            

- 可無條件撤銷 79,802,275       79,437,146       

83,517,374       80,771,664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 545,827            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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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美元 人民幣

現貨資產 93,932,647       932,518            

現貨負債 (91,028,373)      (2,362,254)        

遠期買入 4,160,891         1,997,088         

遠期賣出 (6,951,815)        (18,283)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113,350            549,069            

於2019年

12月31日 美元 人民幣

現貨資產 85,472,961       1,128,277         

現貨負債 (83,157,124)      (2,359,863)        

遠期買入 2,700,478         1,883,329         

遠期賣出 (4,858,744)        (12,352)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157,571            63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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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