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度中期業績通告(未經審核)

甲.

附註

三
四

五

六

七

乙.

八
八
九

可收回稅款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資本來源

1,377,056,231  

811,683,473   

3,365,732       

300,000,000   

其他應付賬項及撥備

2,188,739,704  

511,683,473   

負債

348,493            

245,394           245,394          

169,397           設備及租賃物業裝修

2,188,739,704  

無形資產

1,269,851,882  

210,000          

506,250,390     

806,250,390     

448,682,362   198,696,610     

3,400,000         3,400,000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992,401           

1,274,713,237  

預付款項
3,110,83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同業存放

   港幣

庫存現金及銀行結存

淨利息收入

(4,496,614)     

(5,433,083)       

經營支出 (7,451,259)       

其他經營收入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港幣

18,273,549    1,942,991        

    止六個月    

資產總額

客戶存款

資產

-                   (888,000)       

5,385,184      (5,433,083)       

利得稅支出

大有銀行有限公司（「本銀行」）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銀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

業績。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

13,776,935    

 截至30/06/202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346,326           

13,800,211    

(8,344,177)     

除稅前(虧損) / 溢利

經營收入

1,608,272        

23,276           

1,954,598        

-                   中期股息

財務狀況表

(經審核)

-                

    港幣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4,497,184 

遞延稅項資產

(70,850)         減值轉回 / (損失)

1,872,614,198  

63,578             

    港幣

(334,719)          

期內(虧損) / 溢利及其他全面總額

4,861,355        

75,365              

1,524,796        

1,730,555,981  

2,111,278         

3,110,831        

210,000           

2,080,963,627  

1,373,690,499  

儲備
股本

股東權益

負債及資本來源總額 2,080,963,627  

300,000,000     

    於30/06/2021     於31/12/2020

 截至30/0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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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丙.

     止六個月

經營業務
除稅前(虧損) / 溢利
  調整項目：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
  折舊支出
  減值(轉回) / 損失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業務現金流量
原定到期日逾三個月之一個月內到期同業存放之(增加)減少
原定到期日逾三個月之定期同業存放之減少(增加)
客戶貸款之減少
預付款項之(增加)減少
客戶存款之(減少)
其他應付賬項之增加

(用於)業務之現金
已收利息
已支利息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投資業務
購買設備

淨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減少)

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分析
庫存現金及銀行結存
原定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同業存放

丁.
 

股 本 保 留 溢 利 一 般 儲 備

港 幣 港 幣 港 幣

 460,126,414 46,000,000

            -    (5,433,083)              -

 454,693,331 46,000,000

 460,175,174 46,000,000

            -           50,000              -    -

            -    (1,500,000)              -

            -      4,497,184              -

 463,222,358 46,000,000

       -

5,507,059

一般儲備和法定儲備來自以往年度的保留溢利。

    814,779,417

 (未經審核)

    港幣

21,614,600     

179,096           181,318          

70,850            (63,578)            

(50,000)

            -

174,500           

(45,940,633)     

(428,464)          

198,716,494     

1,102,626,255  

1,744,338,885  

 截至30/06/2020

(8,139,583)      

334,719           

 (未經審核)

(1,942,991)       

  止六個月

4,496,614       

1,466,679,707  

法 定 儲 備

(18,273,549)    

  止六個月    

(6,925,837)       

5,385,184       

173,500          

(343,539,869)  

7,776,946       

(99,473,227)     

364,053,452   

1,357,461,403  

1,259,917,464  

(97,543,939)     (277,579,150)  

1,589,368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

50,000

       -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

法定儲備轉撥至保留溢利

  300,000,000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5,507,059  300,000,000

            -

  300,000,000

期內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5,507,059

法定儲備是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之要求而成立及派發予本銀行股東前須諮詢香港金融管理局之意見。2020年度法定

儲備轉撥至保留溢利是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之要求。

    港 幣

1,466,679,707  

合 共

港 幣 港 幣

 

(4,948,509)      

5,507,059

       (1,500,000)

(97,543,939)     

50,000

    806,250,390

100,000

(917,036)          31,183            

(103,838,617)   

       (5,433,083)

    811,782,233

       -

1,259,917,464  

1,061,200,970  

股東權益變動表

 資 本 儲 備

50,000

期內虧損及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300,000,000     811,683,473

 截至30/06/2021現金流量表

    港幣

(5,433,083)       

(277,659,178)  

-                   (80,028)           

361,895,504   

56,385,028       (312,442,922)  

(294,245,241)  

       -

2,357,752        

        4,49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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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一.

二.

三.

     止六個月

同業存款之利息
客戶貸款之利息

四.

     止六個月

客戶存款利息

五.

     止六個月

　
因持有外幣所產生的匯兌收入

　

六.

     止六個月

設備折舊
董事酬金

　   -  袍金
　   -  其他酬金
　 其他經營支出

租賃費用 
因持有外幣所產生的匯兌損失
員工費用

七.

     止六個月

香港利得稅
  - 期內應課稅

2,522             

231              

8,344,177 

600,000       

1,996,531      

570,000         

400,278       

2,077,737    

-               

334,719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3,398           

20,980         

  止六個月

7,451,259    

3,419,900    

    港幣

110,339         

 截至30/06/2020

1,942,991    

 截至30/06/2020

這中期業績編製的基礎跟二零二零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

在編製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中期業績時，本銀行已完全遵守香港金融管理局頒佈之《銀行業(披露)規則》。

利息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

682,158         

利息支出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止六個月    

 截至30/06/2020

    港幣

 截至30/06/2020

收費及佣金收入

1,942,760    

  止六個月

    港幣

321,948       

109,248       

    港幣

600,000         

665,000       

 截至30/06/2021

附註：

346,326       

  -  薪金及花紅

利得稅支出

 截至30/06/2021

 截至30/06/2021

港幣

18,273,549    

585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港幣

 截至30/06/2021

    港幣

 截至30/06/2021

  -  強積金供款

 截至30/06/2020

    港幣

經營支出

210,206         

3,993,624      

符合指引

其他收入
23,276      

18,272,964    

  止六個月    

4,496,614 

香港利得稅課稅率為 16.5%（2020：16.5%）。 由於本銀行估算截至2021年6月30日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

沒有計提香港利得稅。

-                

179,096       181,319         

    港幣

            - 888,000         

20,754           

    港幣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 3 -



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八.

合計

九.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項包括:

應收利息

十.

非上市證券：

 -

    港幣

654,843       

669,159,384     

938,988,219     

    港幣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銀行並無已減值貸款。

以公平價值經損益表入帳的金融資產

員工貸款 876,500           1,051,000       

2,111,278       

(6,547)          (9,326)             

3,400,000      

1,041,674      869,953       

2,071,310,808  

                -

    港幣

    港幣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2,910,715        

    港幣

 - 來自本地銀行之應收款- 即時

 - 來自香港金融管理局之應收款- 即時

庫存現金及銀行結存

 - 1個月之內

按攤銷成本

407,203,858     

198,696,610     

 - 銀行間結算賬項

2,865,080         

434,001,385     

144,819          

非上市證券由香港商營機構發行。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會所會籍的公允價值是參考會所機構的報價，

仍保持不變。

3,400,000    

(19,884)        

 - 1至3個月

1,878,885        

183,956,268     

1,524,796        

於下列期間到期之同業存放

    於30/06/202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銀行並無《銀行業(披露)規則》內提及的過期或

經重組資產。

 - 3至6個月

9,805,092       

減: 減值準備  - 第一階段

庫存現金及銀行結存

 - 來自外國銀行之應收款- 即時

 - 庫存現金 1,911,004         

    港幣

50,000,000       

215,000,000     

9,970,626        

50,000,000       

(45,018)           

448,682,362     

1,108,921,193  

 - 6至12個月
165,000,000     

1,069,604      

減: 減值準備 - 第一階段

2,179,238,343  

減: 減值準備  - 第一階段

會所會籍(以公平價值經損益表入帳的金融資產)

(569,070)         

    於31/12/2020

(533,405)      

1,872,614,198  1,730,555,981  

    於31/12/2020    於30/06/2021

    於30/06/2021     於31/1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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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設備及租賃物業裝修

      設備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購置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購置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購置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購置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述設備的折舊乃按直線法計算，每年折舊率為33.3%。

十二.

十三. 其他應付賬項及撥備

定期、即期及通知存款應付利息
長期服務金撥備
其他應付賬項：
 - 應付賬項
 - 本票
 - 禮券

 租賃

    港幣

-               

31,196         

169,397    

886,101,558     736,545,893     

449,123,806     

    港幣

398,770,283   

88,818,658       

-         

348,493    348,493    

定期、即期及通知存款

3,365,732 

1,441,633    

-            -           

1,106,814 

1,465,006 

169,397    

-           

179,096    

358,192    

179,096    

1,813,499 

1,813,499 

客戶存款

      港幣

設備      合共

3,286,437 

   港幣

 物業裝修

1,472,938    

-               

285,598    

3,286,437 

1,472,938    

358,192    

1,644,102 3,117,040 

    於31/12/2020

1,472,938    

1,441,633 

    於30/06/2021

    港幣

124,940    

 - 其他

4,861,355    

累計折舊

3,388,526    

成本

賬面淨值

儲蓄存款

1,855,428    

往來賬戶

1,472,938    3,286,437 

     港幣

1,472,938    

-               

1,490,159 

    港幣

-            

84,182,183       

2,579,752 

2,937,944 

1,813,499 

1,472,938    

    於30/06/2021     於31/12/2020

1,269,851,882  

-         

14,500      

35,303         

1,483,295    

14,500         

8,902        

1,373,690,499  

-               

1,79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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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一)

(甲)

(乙)

(丙)

(二)

  

(三) 企業管治

客戶貸款的行業類別是按該等貸款用途分類以毛額列示。該貸款均沒有抵押品或其他抵押。

直接信貸替代項目

    港幣     港幣

本銀行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列明其職權範圍，釐清其權力及職責。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與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並定期向董事會匯報。薪酬委員會負責向董事會就本銀行所有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的薪酬政策、慣例及架構提出建議，以釐定其薪酬待遇。本銀行會確保任何董事或其下屬均不得參與其個人

的薪酬制定，並且每年覆核最少一次本銀行之薪酬系統及其獨立運作。

分部及分類資料

本銀行主要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港幣

客戶貸款 － 以行業劃分

    港幣

  個人–其他私人用途

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風險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及信貸、資産及債務管理委員會在企業管

治事情上協助董事會。

在本港使用的貸款

按業務劃分

資產負債表外之風險

本銀行所有業務皆在香港運作。

3,490,000 

貸款客戶均位於香港。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並定期向董事會匯報。審核委員會監察經董

事會通過之政策及其他內部與法定規條的遵守。它根據適用的標準審查外部核數師的獨立性、客觀性和審計

過程的有效性。並監察本銀行內部及外聘核數師工作，從而就本銀行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管控系統的效益

向董事會提供獨立意見。

本銀行尚有下列或然負債及承付款項之重要的合約金額：

3,490,000    

按地區劃分

876,500       

    於30/06/2021

1,051,000 

補充財務資料

風險委員會是在董事會之下風險管治體系的最高層。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和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風險委

員會直接監督本銀行風險偏好之形成，且確保銀行政策和程序中反映了該風險偏好。風險委員會亦定期審核

本銀行之風險管理架構，並確保根據已定政策使用恰當人力資源執行所有重要風險相關任務。

    於31/12/2020

    於31/12/2020

    於30/06/202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沒有或然負債及承付款項之信貸風險加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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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
·

·
·
·

執行委員會由包括主席與一名執行董事在內的至少三名董事會成員組成。該委員會確保銀行在董事會會議之

間的業務和事務之連續性，並獲得董事會的授權及享有同等權力以批核事項或採取合適行動。

提名委員會負責就識別、挑選、提名及推薦合適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相關事宜向董事會提供建議。提名委

員會亦對董事會之表現及董事對董事會之功效進行評估。提名委員會有四人，其中三人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另外一人為非執行董事。

風險管理乃遵循董事會批准之政策，由風險委員會執行。風險委員會與本銀行的營運部門緊密合作，認明、

評估及對沖金融風險。董事會提供書面準則涵蓋指定範疇，例如外匯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應用非衍

生金融工具。另外，內部審核負責對風險管理及環境控制作獨立審核。應用金融工具而產生的最主要風險類

別為信貸風險、市場風險和流動資金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利率風險和其他定價風險。

信貸、資產及債務管理委員會之成員包括本銀行之行政總裁、總經理及各部門主管。該委員會旨在執行及維

持有關信貸、流動資金狀況、現金流量、到期項目、利率及匯率趨勢以及法規遵守職能的整體風險管理架

構。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是客戶或交易對手會違反起約定義務從而給本銀行帶來財務虧損的風險。本銀行主要收入的業務活

動乃向其他銀行提供同業存放。為進行風險管理，本銀行將對手違約風險、地域風險及行業風險等信貸風險

因素考慮在內。

信貸風險管理

確保本銀行擁有恰當的信貸風險操作（如有效的內控系統）一貫根據本銀行聲明的政策和程序、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及相關監督指引釐定足夠的撥備。

從個別工具至組合層面，識別、評估及計量本銀行全部信貸風險。

為使本銀行免遭已識別的風險，設定信貸政策，如從債務人取得抵押品、對債務人執行強健持續的信

貸評估及持續監控風險抵禦內部風險額度等規定。

本銀行之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透過下列方式管理信貸風險：

通過資產類型、交易對手、行業、信貸評級、地域分佈等現值風險集中程度。

根據違約風險程度，設立並維護風險評級對本銀行風險進行分類。定期覆核風險等級。

就信貸融資的批准和續期，建立強健的授權結構控制架構。

因此，本銀行的風險管理政策旨在識別並分析風險，設定合適的風險規限及控制，以及利用可靠及先進的信

息系統監察風險並嚴守規限。本銀行會定期審核其風險管理政策及系統，以反映市場、產品及最佳慣例之變

化。

本銀行面對各種財務風險，主要涉及分析、評估、接受和管理相當程度的風險或組合風險之承擔及管理。本

銀行目標旨在適當地平衡風險與回報，並減低對本銀行財務業績潛在的不良影響。

風險管理之描述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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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
·

流動性風險管理

管理層負責監控本銀行之流動資金狀況，並通過定期覆核法定流動性維持比率、資產和負債之到期還款資

料、貸款與存款比例以及同業交易以監控情況。流動資金政策由管理層監察，並由風險委員會與本銀行董事

會覆核。本銀行之政策旨在每天維持保守程度的流動資金，使本銀行可以隨時履行其在正常業務運作中到期

之責任，並符合法定流動性維持比率要求，需要時亦可以處理任何資金危機。可應用到期資金的限制設於最

低比例，以應付所有現金資源回收，例如隔夜存款、往來賬戶；並以最低水準的同業和其他借款工具，補充

預料以外的提款。

本銀行管理層就每日和每月之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設定內部限額。本銀行會計部負責監察該等比率，並當流

動資金少於內部限額時，會計部會向管理層作彙報，以決定採取合適的行動以作修正。

外匯風險

本銀行所面對之市場風險乃因市場價格變動而導致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或未來現金流波動之風險。市場風險

來自利率及貨幣產品的未平盤額，所有承受的風險為一般及指定市場變動與市場因數的波動水準，如外匯、

利率、信貸溢價、股權價格及商品價格。

管理市場風險的目的是降低本行對市場因素固有的波動。本行的市場風險主要來自利率風險和外匯風險。市

場風險管理主要按照董事會批准的風險限制執行財資活動。本銀行致力遵照準則、政策及程序以控制並監察

市場風險。經營業務所引起的市場風險均由風險委員會監督下作評估及管理。本銀行符合香港金融管理局頒

佈之銀行業（資本）規則低額豁免下計算市場風險的所有條件。

建立完善的信貸風險會計評估和計量流程，對評估信貸風險及對預期信貸損失進行會計處理的普通系

統、工具及資料提供有力基礎。向業務單元提供意見、指引及專家技術促進本銀行管理信貸風險之最

佳實務操作。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管理

流動資金風險為本銀行缺乏充足財務資源依期履行其責任或是依期履行其責任需要付出過高代價之風險。以

上風險乃由於現金流量時間的錯配導致，該錯配乃銀行業營運之固有風險且受整個市場上一系列事件的影

響。

流動資金風險

設立並維護本銀行之預期信貸損失計量流程，如監控信貸風險、形成前瞻性資料及預期信貸損失計量

方法等。

內部審核定期審核以保證充分設計和執行了已確立的控制和程序。

確保本銀行的政策和程序準備就緒妥當維護評估和計量預期信貸損失的模型並使該等模型行之有效。

由於本銀行若干交易以外幣為主要貨幣，因而導致本銀行須面對匯價波動的風險。匯率風險受限於董事會利

用遠期外匯合約批准的政策參數。董事會就所面對的貨幣風險以及每天監察的隔夜及日內所維持的匯率總和

，均設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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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營運風險涉及人為錯誤、系統失靈、欺詐、或內部監控及程序不善所引致的不可預見之損失。

(五)

       －       －       －        －       －

       －       －       －        －       －

44,586,823    8,703,742  

-      

1,431,685  

230,946,342  

結構性倉盤淨額

15,868,568    

      (92,538,779)(32,450,763)   現貨負債  (7,272,057)  (132,261,599)

-                 -               

營運風險

-            

94,839,602       

本銀行衡量其資産及負債在利率波動下所面對的風險時，主要以差距分析，以提供本銀行之該等狀況的到期

情況及重訂價格特點的靜態資料。到期還款數據日報表把所有資産和負債按根據合約到期日或預計重新定價

日期兩者較早者，以各時期分類。於任何時期類別之到期或重新定價的資産及負債的金額差別，均可指示出

本銀行在淨利息收入之潛在改變時所面對的風險。

一旦業務受到任何中斷，現有一套全面的應變計劃，確保重要業務繼續運作，日常營運亦可以及時有效地回

復正常。

英鎊 加元     美元

貨幣風險

現金流利率風險為因市場利率改變而導致金融工具未來現金流波動産生的風險。公允價值利率風險為因市場

利率改變而導致金融工具價值波動産生的風險。本銀行的現金流量風險因應市場利率現行水準波動之影響而

承擔風險。息差可能會因變動而上升，但亦可因産生預計以外之波動而減少或造成虧損。管理層就可能承擔

之重訂利率錯配水準設定限制，並定期監控。

依照董事會批核的政策，風險管理是由風險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透過妥善的人力資源政策、授權、權責劃

分和最新準確的信息，以管理營運風險。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合共

下表列明因非買賣及結構性倉盤而承受的外匯風險額，而該等外匯淨額佔所持有外匯淨盤總額的10%或以上

者：

（港幣同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      

現貨負債

-               -                 

    (174,443,926)

148,130,167  現貨資產

 (7,062,601)  (213,936,592)

現貨資產
   (32,430,065)

（港幣同值）

加元 合共

12,136,060    

176,898,393     8,536,812  

英鎊

45,511,137    

長盤淨額

-            

1,474,211  

2,300,823    

13,081,072    17,009,750    2,454,467    長盤淨額

結構性倉盤淨額

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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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六)

其中 : 日本

其中 : 香港

發展中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

其中 : 中國

 台灣

其中 : 日本

(重述)

其中 : 香港 (重述)

發展中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

其中 : 中國

 台灣

(七)

(甲)

     止六個月

(乙)

　

        186,459

銀行

 加拿大

197.90

資本充足比率是按照香港金融管理局頒佈的《銀行業（資本）規則》以獨立基礎計算。該比率乃根據

《巴塞爾資本協定III》而修訂的《銀行業（資本）規則》所編製。本銀行採納基本方法以計算信貸風

險的風險加權資產，並以基本指標方法計算營運風險。

離岸中心

總資本比率
%

186.70

　   %

        674,211

186.69

          87,195

其他財務資料

 截至30/06/2020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106.01

流動資金狀況

 　　 %
114.54

按照《銀行業(流動性)規則》計算，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是每月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的簡單平均數，

每月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按平均流動資產與經作出相關扣除後之平均限定負債之比例計算。

期內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

        587,016

        578,737

        292,275

        471,590

 馬來西亞

發達國家         599,063

        471,590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90,310

        610,070

港幣千元

        494,253

        195,471

        100,003

        494,253

國際債權

離岸中心

    %

國際債權資料披露對交易對手風險額最終風險的所在地，並已顧及轉移風險因素。一般而言，在以下所述的

情況下才轉移風險，有關貸款的債權獲得並非交易對手所在地的國家的一方擔保，或該債權的履行對像是某

銀行的海外分行，而該銀行的總辦事處並非設於交易對手的所在地。當某一國家的風險額佔總風險額 10％

或以上，該國家的風險額便予以披露。

 截至30/06/2021

資本充足

有關《銀行業(披露)規則》詳細的披露資料，請參閱本銀行網站 (www.tybhk.com.hk) 。

197.90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發達國家         813,694

      於30/06/2021  於31/12/2020

197.92

186.69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一級資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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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丙)

槓桿比率  

(丁) 防護緩衝資本比率

防護緩衝資本比率

(戊)

(八) 中國內地活動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銀行並沒有對中國內地非銀行風險承擔。

(九)

37.01

槓桿比率

　   % 　　　%

槓桿比率的資料披露可於本銀行網站 (www.tybhk.com.hk) 之「監管披露」內瀏覽。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

      於30/06/2021

2.50

槓桿比率是按照香港金融管理局頒佈的《銀行業（資本）規則》以獨立基礎計算。該比率之披露乃根

據《銀行業（披露）規則》所編製。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香港

承董事會命
高世準

常務董事及行政總裁

 於31/12/2020

      於30/06/2021

業績回顧及展望

1.01

 　　　% 　   %

0.99

 於31/12/2020

      於30/06/2021  於31/12/2020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乃按照《銀行業（資本）規則》計算。

 　　　%

2.50

　   %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

【本財務報表之中英文版本若有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除了金融及地產業，香港的經濟亦非常依賴旅遊業，於2019冠狀病毒病的迷霧之下，它的復甦也受到不少障

礙。在持續不斷的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下，全球正在為衰退的經濟復甦而苦苦掙扎，加上中美緊張局勢嚴峻

，以及利率持續低迷，本行將看淡下半年的經營環境。但是從長遠來看，本行仍相信經濟將重新反彈，實現

可持續增長，同業存放的需求將再次呈現增長。

由於同業存放業務是本行的主要收入來源,而2021年首六個月利率處於極低水平，所以本行淨利息收入為港

幣160萬元，去年同期為港幣1,380萬元。縱然已經控制我們的營運開支低於去年同期，本行仍錄得港幣540

萬元的淨虧損，而去年同期的稅前溢利為港幣450萬元。淨利息收入率為0.19% (2020年6月30日：1.28%)，

較去年同期減少85%。平均資產回報率為 -0.51% (2020年12月31日：0.06%)。平均股本回報率為-1.34%

(2020年12月31日：0.17%)。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的資料披露可於本銀行網站 (www.tybhk.com.hk) 之「監管披露」內瀏覽。

防護緩衝資本比率乃按照《銀行業（資本）規則》計算。

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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