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度中期業績通告(未經審核)

甲.

附註

三
四

外幣匯兌 (損失)收入
五

六

七

乙.

八
八
九

可收回稅款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5,433,083)     

    於31/12/2021

3,110,831         

1,883,014,833  

    於30/06/2022

-                   

210,000           

4,125,000        

1,092,505,238  

1,255,293,054  

股本

股東權益

負債及資本來源總額

300,000,000     

7,031,858        

796,607,395   

4,481,289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資產

63,578           減值 (損失) / 轉回

1,484,870,727  

(77,375)            

    港幣

期內(虧損)及其他全面總額

1,179,349         

(5,433,083)     

-                   中期股息

財務狀況表

(經審核)

-                

    港幣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1,954,598      

(7,451,259)     

除稅前(虧損)

經營收入

2,533,007        

24,378           

2,391,040        

(162,429)          321,948         

大有銀行有限公司（「本銀行」）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銀行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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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272      

 截至30/06/2021

 (未經審核)

(521,146)          

 (未經審核)

 截至30/06/2022

    港幣

1,942,991      3,054,153        

    止六個月    

資產總額

客戶存款

資產

淨利息收入

(334,719)       

(6,097,800)       

經營支出 (8,406,994)       

其他經營收入

(4,471)              -                

(6,093,329)       

利得稅支出

20,462             

   港幣

庫存現金及銀行結存

420,560            

1,664,176        

1,588,991,518  同業存放

975,736           預付款項

458,057,419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300,000,000   

490,509,595     

1,883,014,833  

390,907,13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4,125,000         

1,085,473,380  

210,000          

負債

41,667              

245,394           245,394          

16,667             設備及租賃物業裝修

2,056,381,738  

無形資產

其他應付賬項及撥備

2,056,381,738  

496,607,395   

資本來源

儲備

1,259,774,343  

790,50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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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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項目：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
  折舊支出
  減值(損失) / 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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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增加)
原定到期日逾三個月之超過一個月到期同業存放之減少
客戶貸款之減少
預付款項之(增加)
可收回稅款之減少
客戶存款之(減少)
其他應付賬項之增加

來自(用於)業務之現金
已收利息
已支利息
支付香港利得稅
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淨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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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050,336 46,000,000

            -    (6,097,800)              -

 438,952,536 46,000,000

 460,126,414 46,000,000

            -    (5,433,083)              -

 454,693,331 46,000,000

                     -

                     -

(4,471)              

(97,543,939)    

(45,940,633)    

260,743,751     56,385,028     

(99,473,227)    

(555,176)          (917,036)         

(428,464)         

現金流量表

    港幣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

 資 本 儲 備

    790,509,595

       (6,097,800)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796,607,395

 港 幣 港 幣

50,000

1,586,432,304  

50,000

5,507,059

  3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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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0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00,000,000

            -

50,000

期內虧損及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5,433,083)

    811,683,473

       -

       -

50,000

(103,838,617)  

1,259,917,464  

合 共

 

股東權益變動表

2,357,752       

(169,819,674)   

(6,093,329)       

3,110,831        

273,956,057     

174,500          

25,000             179,096          

 截至30/06/2021

  止六個月

1,586,432,304  

275,902,116     (97,543,939)    

    港 幣

   5,507,059

期內虧損及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198,716,494   

1,195,485,887  

(5,433,083)      

1,589,368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1,942,991)      

    港幣

2,425,805        

 截至30/06/2022

法 定 儲 備

(8,523,961)       

275,902,116     

390,946,417     

1,259,917,464  

(3,054,153)       

(396,382)          

(6,925,837)      

521,146           

  止六個月    

224,500           

5,507,059

334,719          

    806,250,390

1,061,200,970  

186,349,981     

(63,578)           77,375             

一般儲備和法定儲備來自以往年度的保留溢利。

1,310,530,188  1,357,461,403  

2,346,91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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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止六個月

核數師酬金
設備折舊
董事酬金

　   -  袍金
　   -  其他酬金
　 其他經營支出

租賃費用 
員工費用

七.

     止六個月

香港利得稅
  - 追加2020/2021應課稅

378,000       340,000         

20,980           

    港幣

3,419,900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24,378      

1,942,760      

  止六個月    

1,942,991      

334,719    

  止六個月    

    港幣

231                

 截至30/06/2022

3,053,997    

25,000         

 截至30/06/2022

  止六個月
 截至30/06/2022

    港幣

其他收入

    港幣

經營支出

179,096         

            4,471 -                

 截至30/06/2022

利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課稅率為 16.5%（2021：16.5%）。 由於本銀行估算截至2022年6月30日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

沒有計提香港利得稅。

    港幣

  -  強積金供款

-               

  -  薪金及花紅

20,462         

    港幣

符合指引

附註：

這中期業績編製的基礎跟二零二一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30/06/2021

109,233       

600,000         

利息支出

  止六個月

    港幣

 截至30/06/2022

港幣

收費及佣金收入

400,278         

其他經營收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8,406,994    

4,479,930    

    港幣

  止六個月

438,420       

在編製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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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48         

 截至30/06/2021

2,337           

18,125         

3,398             

156              

7,451,259 

2,376,411    

 截至30/06/2021

 截至30/06/2021

 截至30/06/2021

    港幣

600,000       

1,737,737      

665,000         

521,146       

3,054,153    

利息收入

  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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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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15,160)      

    於31/12/2021    於30/06/2022

    於30/06/2022     於31/12/2021

1,484,870,727  1,588,991,518  

    港幣

    港幣

減: 減值準備 - 第一階段

    於31/12/2021

504,086       

1,179,349       

(3,414)          (5,500)             

    港幣

10,356,876       

-                   

(45,927)           

458,057,419     

3,039,680         

452,849         

 - 庫存現金

庫存現金及銀行結存
1,835,922        

    於30/06/2022

減: 減值準備  - 第一階段

376,000,266     

2,753,353        

390,907,133     

 - 6至12個月

於下列期間到期之同業存放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銀行並無《銀行業(披露)規則》內提及的過期或

經重組資產。

471,841,555      - 1個月之內

按攤銷成本

減: 減值準備  - 第一階段

會所會籍(以公允價值經損益表入帳的金融資產)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4,125,000    

(39,284)        

 - 1至3個月

1,664,176        

 - 來自本地銀行之應收款- 即時

10,510,198      - 來自外國銀行之應收款- 即時
 - 來自香港金融管理局之應收款- 即時

 - 3至6個月
-                   

50,000,000       

非上市證券由香港商營機構發行。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會所會籍的公允價值參考會所官方網站。

443,001,634     

    港幣

庫存現金及銀行結存

1,551,834         

1,875,777,860  

413,519,492     

    港幣

    港幣

1,067,679,019  

50,000,000       

1,021,966,395  

2,047,048,937  

(529,056)         

732,000          

以公允價值經損益表入帳的金融資產

員工貸款 507,50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銀行並無已減值貸款。

1,160,090    

4,125,000      

7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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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十一. 設備及租賃物業裝修

      設備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購置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購置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購置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購置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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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66      

-         

19,200      

8,877        

8,500           

 - 銀行間結算賬項

往來賬戶

1,255,293,054  

44,267         

1,472,938    

    於30/06/2022

1,439,869 

1,813,499 

    於31/12/2021

1,472,938    

3,286,437 

     港幣

-               

    港幣

-            

3,244,770 

1,813,499 

41,667     

1,441,633 

儲蓄存款

53,662      

賬面淨值

-               

300,228       

5,411,799    

    於30/06/2022

1,389,743     - 其他

2,985,994 

16,667     

-               

1,085,473,380  

累計折舊

成本

 租賃

7,031,858    

3,669,061    

306,826    

1,796,832 3,269,770 

1,472,938    1,465,006 

1,771,832 

1,472,938    

     合共

1,472,938    

3,286,437 

   港幣

 物業裝修

1,472,938    

      港幣

設備

客戶存款

16,667      

-           

25,000     

306,826    

25,000      

1,813,499 3,286,437 

2,937,944 

-            -           

41,667      

定期、即期及通知存款

4,481,289 

1,441,633    

178,426       

    於31/12/2021

104,761,014     91,022,272       

1,491,782 

    港幣

-               

    港幣

    港幣

672,046,298     

504,287,824     

-         

490,163,284     

478,48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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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戊.

(一)

(甲)

(乙)

(丙)

(二)

  

(三) 企業管治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沒有或然負債及承付款項之信貸風險加權額。

    於31/12/2021

3,490,000    

    於30/06/2022     於31/12/2021

風險委員會處於董事會之下本銀行風險管治體系的最高層級，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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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並向董事會定期匯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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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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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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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000      個人–其他私人用途

    港幣

本銀行所有業務皆在香港運作。

客戶貸款 － 以行業劃分

資產負債表外之風險

貸款客戶均位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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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財務資料

在本港使用的貸款

按業務劃分

    港幣

分部及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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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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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最少有一次覆核本銀行之薪酬系統及其運作。

    港幣

3,490,000 

按地區劃分

507,500       

    於30/06/2022

直接信貸替代項目

    港幣

本銀行主要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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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銀行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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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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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裁、總經理、經理、司庫和會計及營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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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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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信貸融資的批准和續期，建立強健的授權結構控制架構。

確保本銀行擁有恰當的信貸風險實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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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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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管理

信貸風險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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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銀行帶來主要收入的

業務活動乃向其他銀行提供同業存放，因此信貸風險為主要風險。信貸風險來自客戶貸款及一至十二個月內

到期之同業存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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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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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之貢獻進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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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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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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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流動性風險管理

本銀行面對之市場風險主要來自利率風險及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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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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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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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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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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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審核職能部門執行定期審核以保證充分設計和執行已確立的控制和程序。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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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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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資産及債務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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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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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銀行管理層就每日和每月之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設定內部目標水平。本銀行會計主任負責監察該等比率

，並當流動資金少於內部限額時，會計主任會向管理層作彙報，以決定採取合適的行動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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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同業最低水平和其他借款額，補充預料

以外的提款。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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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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利率風險

      (90,654,559)

43,422,833    

長盤淨額

結構性倉盤淨額 -            

11,225,101    14,816,890    2,266,037    

2,113,262    

 (7,109,818)  (130,229,704)

現貨資產

英鎊

43,690,428    

135,980,729  

14,325,308    

      (82,060,960)(32,512,627)   

   (32,465,327)

（港幣同值）

加元 合共     美元

8,435,570  92,920,596       

-      

現貨負債

-               

結構性倉盤淨額 -                 

-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營運風險

10,910,206    長盤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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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55,421)

現貨資產 84,17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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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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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合共

-            

145,046,594  

1,301,840  

8,383,674  

-      

現貨負債  (7,081,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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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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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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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30/06/2022

一級資本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237.37

 於31/12/2021

218.07

    %

217.90

 截至30/06/2022

資本充足

          98,500發達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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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債權

     1,124,874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45,061

          90,071

港幣千元

        956,160

        100,083

     1,056,199

        1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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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887

        728,338

        252,540

     1,124,874

 馬來西亞

發達國家         353,398

        185,762

其他財務資料

 截至30/06/2021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89.95

流動資金狀況

 　　 %
106.01

2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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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7.90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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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7.58

　   %

        578,649

        375,715

銀行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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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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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銀行並沒有對中國內地非銀行風險承擔。

(九)

2.50

【本財務報表之中英文版本若有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於30/06/2022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香港

承董事會命
高世堅

由於香港 7 月份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1.9%，略高於上月 1.8%的升幅，全年整體通脹率可能維持在 2.1%的溫

和水平。隨著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戰爭，加上美國出現高通脹和經濟衰退擔憂，本行預計下半年利率將繼

續上調。在未來幾個月，若沒有任何其他不可預見的支出的情況下，2022 年目前的虧損情況可能會大幅減

少。

受惠於美國從 3 月開始大幅加息，本行主要收入來源的同業拆息業務也同時受益。首六個月的利息收入為

305 萬港幣（2021 年：194 萬港幣），較去年同期增長 57%。因此，淨息差為 0.32%（2021 年：0.19%）

亦增長了 68%。與 2021 年 12 月 31 日相比，資產回報率（2022 年：-0.62% 2021 年：-0.71%）和股本

回報率（2022 年：-1.54% 2021 年：-1.89%）均略有改善。然而，未經審計虧損為 610 萬港幣（2021

年：虧損 543 萬港幣）增加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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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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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

業績回顧及展望

1.00

　   %

1.00

 　　　%

　   %

 於31/12/2021

 於31/12/2021

      於30/06/2022

38.6641.89

 於31/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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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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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30/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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