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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 收益表資料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922,978 3,610,921
利息支出 (864,390) (2,334,376)

淨利息收入 1,058,588 1,276,545

其他營運收入
外匯買賣收益 81,327 11,600
  非交易用途的外匯買賣收益 6,510 72,714
持作買賣用途的證券收益 68,923 179,097
利率衍生工具買賣虧損 (88,893) (163,362)
衍生工具買賣虧損 (80,576) (45,304)
收費及佣金

-     收入 1,304,885 1,388,781
-     支出 (1,354) (3,610)

其他收入 — 2,984

1,290,822 1,442,900

總收入 2,349,410 2,719,445

營運支出
職員開支 (680,284) (695,895)
租賃開支 (162,128) (121,429)
其他營運支出

-     固定資產折舊 (260) (473)
-     集團服務費分攤 (420,754) (528,657)
-     電訊費用 (10,211) (7,461)
-     設備費用 (6,790) (1,489)
-     法律及專業服務費 (17,476) (25,185)
-     交通費用 (2,808) (22,613)
-     訂購服務費 (5,366) (7,106)
-     其他支出 (255,106) (325,128)

(1,561,183) (1,735,436)

撥備前營運盈利 788,227 984,009
貸款減值撥備 172,109 (80,850)
出售固定資產的損失 (801) —
稅前盈利 959,535 903,159
稅項 (171,030) (144,180)

稅後盈利 788,505 75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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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I. 資產負債表資料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4,074,744 3,225,581
外匯基金結餘 2,485,295 2,110,864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定期存款及貸款

-         於1個月內到期 3,648,504 3,749,080
-         於1至12個月內到期的存款 5,171,166 10,167,948
-         於1年後到期的存款 463,853 464,311

存放於海外辦事處的金額 12,652,055 16,432,669
貿易票據, 按撥備後價值 240,278 53,120
買賣證券, 按公平價值

-         其他證券 13,704,186 17,059,181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按撥備後價值
房產結構及設備 9,562 11,125
其他資產 1,812,115 2,126,361

總資產  93,298,232 107,966,868

尚欠銀行存款及結欠 440,529 506,094
客戶存款

-         往來存款 23,705,422 23,119,458
-         儲蓄存款 2,515,807 2,999,722
-         定期存款、通知及短期存款 6,907,670 6,792,002
結欠於海外辦事處的金額 56,195,654 69,017,027

或然負債及承擔撥備 23,409 117,701
其他負債 3,509,741 5,414,864

總負債 93,298,232 107,966,868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2



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i)         貿易票據，按撥備後價值 
貿易票據 318,030 128,974
減值撥備

-       綜合評估  (2,427)  (537) 
-       個別評估  (75,325)  (75,317) 

240,278 53,120

(ii)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按撥備後價值
客戶貸款  49,909,752  53,341,259 
減值撥備

-       綜合評估  (515,614)  (562,232) 
-       個別評估  (404,662)  (396,590) 

 48,989,476  52,382,437 

應計利息 46,998 184,191

49,036,474 52,566,628

(iii)       或然負債及承擔，按撥備後價值
或然負債及承擔  7,859,771  9,993,932 
減值撥備

-       綜合評估  (23,409)  (24,138) 
-       個別評估  —  (93,563) 

 7,836,362  9,876,231 

(iv)         逾期及重組客戶貸款分析如下
客戶逾期貸款總額

-       一年以上 396,606 396,562
0

就該等客戶逾期貸款作出的個別撥備
-       一年以上 396,606 396,562

客戶逾期貸款所佔客戶貸款總額的百分比
-       一年以上  0.79 %  0.74 %

00 0(v)         減值客戶貸款及撥備

            -    減值客戶貸款 428,832 396,672

-       個別評估撥備 404,662 396,590

-       減值客戶貸款所佔客戶貸款總額百分比  0.86 %  0.74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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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vi)         其他逾期資產分析如下：
逾期貿易票據

-       一年以上 75,325 75,31775325 75317

就該等逾期貿易票據作出的個別撥備總額
-       一年以上 75,325 75,31775,325 75,317

- 逾期貿易票據所佔貿易票據總額百分比  23.68 %  58.40 %

(vii)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分行並沒有任何收回資產。

本分行採用內部風險評級及參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指引對貸款作綜合評估撥備。當管理層對貸款最終收回全數本息結存
有懷疑時，會對該項貸款作出個別評估及撥備。期末之個別及綜合評估撥備均在資產負債表的「貿易票據」、「客戶貸
款」及「或然負債及承擔」中扣除。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分行並沒有任何予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逾期貸款和重整貸
款，本分行並沒有重整客戶貸款及沒有任何就逾期客戶貸款而持有之抵押品。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分行並沒有任何就減值貸款而持有之抵押品及沒有任何予銀
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減值貸款。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4



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V. 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項目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i) 下列每類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的名義數額︰

或然負債及承擔
-          直接信貸替代項目 2,497,090 3,702,157
-          與交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126,498 120,182
-          與貿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3,151,147 2,801,653
-          其他承擔 15,021,322 17,965,070

20,796,057 24,589,062

衍生工具之合約名義數額 :

-            匯率合約 80,319,691 134,145,033
-           利率合約 30,280,966 48,307,624

110,600,657 182,452,657

(ii) 上述衍生工具合約之公平價值分列如下：

公平價值資產
-         匯率合約 1,146,540 1,240,179
-        利率合約 1,271,984 1,671,529

2,418,524 2,911,708

公平價值負債
-         匯率合約 1,171,643 1,231,511
-        利率合約 1,301,656 1,772,446

2,473,300 3,003,957

衍生工具之合約名義數額及公平價值數額並沒有計及雙邊淨額結算安排的影響。匯率合約不包括因掉期存款安排所產生
的遠期外匯合約。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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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  分類資料 
   
 (i) 按照香港金融管理局之行業分類及定義的客戶貸款總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貸款結餘
以抵押品彌

償之結餘 貸款結餘
以抵押品彌

償之結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行業分類: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
工業、商業及金融 
-       物業發展 500,000 — 500,000 —
-       金融企業 1,883,955 — 2,932,610 —
-       批發及零售業 1,232,442 — 467,668 —
-       製造業 6,401,504 — 6,413,763 —
-       運輸及運輸設備 2,130,466 — 2,305,567 —
-       康樂活動 46,507 — 69,753 —
-       資訊科技 1,137,304 — 1,174,338 —
-       其它 5,326,705 — 4,313,887 —

19,643,273 — 19,255,157 —

個人 3,411 — 2,843 —

貿易融資 7,702,291 — 7,390,458 —

在香港以外使用的貸款 22,560,777 — 26,692,801 —

49,909,752 — 53,341,259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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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  分類資料

(ii) 按照貸方所在國家或區域的分類的客戶貸款總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按借貸方所在國家或區域的分類:
-        香港 28,602,158  29,045,393 
-        印度 9,766,870  12,068,549 
-        中國 3,150,378  1,716,053 
-        開曼群島 2,174,194  951,910 
-        美國 1,948,539  3,805,966 
-        英國 1,517,997  971,046 
-        澳門 1,083,926  1,830,289 
-        南韓 497,557  605,268 
-        盧森堡 464,844  123,468 
-        馬拉維 310,048  310,014 
-        瑞士 264,322  388,282 
-        新西蘭 69,774  474,722 
-        墨西哥 42,298  63,655 
-        馬來西亞 6,631  3,112 
-        斯里蘭卡 6,355  1,988 
-        法國 2,797  13,717 
-        日本 547  — 
-        新加坡 398  — 
-        愛爾蘭 115  107 
-        根西島 4  — 
-        臺灣 1  — 
-        毛里裘斯 —  967,720 

49,909,753 53,341,259

客戶貸款之國家或地區分類乃依照客戶所在地之地區，經計及風險轉移之因素後而劃定。在一般情況下，若貸款之擔
保人所在地有異於該客戶，則風險轉移至擔保人之所在地區。

 (iii)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的逾期客戶貸款：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        中國 38,591 38,586
-        香港 275,956 275,926
-        開曼群島 82,059 82,050

396,606 396,562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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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  分類資料

(iv)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並已作個別評估的減值客戶貸款：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        中國 38,591 38,586
-        香港 308,182 276,035
-        開曼群島 82,059 82,050

428,832 396,671

(v)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的逾期貿易票據：
-        香港 75,325 75,317

(vi)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的減值貿易票據：
-        香港 75,325 75,317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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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I. 國際債權

百萬港元 非銀行私營機構

銀行 官方機構 非銀行
金融機構

非金融
私營機構

總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發達國家 12,720 — — 4,397 17,117

其中︰ -     美國 12,664 — — 2,074 14,738

-        離岸中心 1,045 — 4,107 24,459 29,611

其中︰ -     香港 1,045 — 4,107 21,102 26,254

-        發展中亞太地區 13,135 3,041 587 19,926 36,689

其中︰ -     中國 6,940 3,041 — 3,158 13,139
-     印度 1,164 — 583 9,195 10,942

26,900 3,041 4,694 48,782 83,417

百萬港元 銀行 官方機構 非銀行
金融機構

非金融
私營機構

總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       發達國家 16,499 — 1 3,137 19,637

其中︰ -     美國 16,476 — — 1,165 17,641
-        離岸中心 1,550 — 5,486 24,021 31,057

其中︰ -     香港 1,550 — 5,486 20,155 27,191

- 發展中非洲和中東地區 948 — — 310 1,258

-        發展中亞太地區 15,134 709 583 20,457 36,883

其中︰ -    中國 9,017 — — 8,335 17,352

- 發展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 — — 64 64

其中︰ -    墨西哥 — — — 64 64

34,131 709 6,070 47,989 88,899

國際債權的資料顯示對海外交易方的最終風險的地區分佈，並在計入任何風險轉移後按照交易方所在地計算。一般而
言，假如債務的擔保人所處地區與借貸人不同，或債務由銀行的海外分行作出而其總公司位處另一國家，則會確認國
家的風險轉移。經顧及任何風險轉移後，某國家或區域 (包括香港) 分項佔跨國債權總額百分之十或以上者，便予以
披露。

 總行、 分行與附屬公司之間的債權不包括在內。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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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II. 貨幣風險

本行所持有買賣、非買賣及結構性倉盤外匯淨盤總額的百分之十或以上的貨幣列出如下:

美元 其他 總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現貨資產 65,403 12,349 77,752
現貨負債 (69,155) (8,191) (77,346)
遠期買入 31,636 41,655 73,291
遠期賣出 (28,189) (45,922) (74,111)
期權淨持倉量 — — —

(短)/長盤淨額 (305) (109) (414)

結構性倉盤淨額 — — —

美元 其他 總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百萬港元

現貨資產 79,003 10,976 89,979
現貨負債 (80,806) (11,773) (92,579)
遠期買入 59,542 65,588 125,130
遠期賣出 (58,009) (64,755) (122,764)
期權淨持倉量 — — —

(短)/長盤淨額 (270) 36 (234)

結構性倉盤淨額 — —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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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III. 流動性資料

 (i) 流動性比率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月三十一日 月三十一日

於財務期間的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  55.97 %  54.35 %
3 個月期的平均核心融資比率 （"CFR"） 216.16 % N/A

該分行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指定為第2A類機構，由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因此須遵守自1月起生效的《銀行
（流動資金）規則》有關核心融資比率的所有計算及披露要求該期間的平均流動性比率(LMR) 和平均核心融資比率
( CFR) 是每個期間平均值的算術平均值根據《銀行（流動性）規則》，報告期的日曆月。

(ii) 資金流動性風險管理程序

本公司的流動資金管理乃按照集團流動性的策略，並遵循所有本地監管條例及由本地監管機構規定之所有法定
要求及指引。本公司的司庫執行以下的步驟去監察資金的流動性:

• 通過監察未來之現金流量以管理本公司每日的資金營運;
• 持有可銷售的資產組合，當遇上不可預期的現金流干擾時，可容易地變現應付所需;
• 監察資產負債表的流動性，以符合內部及法定要求;
• 管理層覆核資產負債表的概況及到期日的缺口;及
• 報告有關對內部及法定要求的不遵循。

(iii) 資金來源如下: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額千港元
佔負債總額

的百分率 總額千港元
佔負債總額

的百分率

主要的融資工具

-   資金來自有關連的機構 63,543,844  68.13 % 89,245,508  65.98 %
-   資金來自銀行同業 237,340  0.25 % 1,551,003  1.15 %
-   客戶存款 25,226,624  27.05 % 38,697,558  28.61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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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X. 內地風險承擔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以下對非銀行類客戶的國內相關授信風險額之分析乃參照香港金融管理局有關申報表所列之機
構類別及直接風險之類別以分類。

金管局報
表項目

資產負債表
內之風險

資產負債表
外之風險 總數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1 12,573,862 — 12,573,862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2 776,454 — 776,454
中國籍境內居民或其他在境內註冊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
合資企業 3 7,615,963 630,464 8,246,427

不包括在上述第一項中央政府內的其他機構 4  —  —  — 
不包括在上述第二項地方政府內的其他機構 5  —  —  — 

中國籍境外居民或在境外註冊的機構，其用於境內的信貸 6  2,944,671  1,446,808  4,391,479 

其他交易對手而其風險承擔被視為非銀行的內地風險承擔 7  1,427,147  155,024  1,582,171 

總數 8  25,338,097  2,232,296  27,570,394 
減值準備後的資產總額 9 93,274,823
      佔資格總額的百分率 10  27.16 %

金管局報
表項目

資產負債表
內之風險

資產負債表
外之風險 總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1  16,924,151  361,657  17,285,808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2  2,374,265  —  2,374,265 中國籍境內居民或其他在境內註冊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
合資企業 3  8,190,128  1,315,743  9,505,871 

不包括在上述第一項中央政府內的其他機構 4  —  —  — 

不包括在上述第二項地方政府內的其他機構 5  —  —  — 

中國籍境外居民或在境外註冊的機構，其用於境內的信貸 6  2,718,134  953,770  3,671,904 

其他交易對手而其風險承擔被視為非銀行的內地風險承擔 7  904,491  —  904,491 

總數 8 31,111,169 2,631,170 33,742,339

減值準備後的資產總額 9 107,849,167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格總額的百分率 10  28.85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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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X. 其他資料

           (i) 主要業務

本分行之主要業務為企業銀行業務及環球資本市場業務。企業銀行業務包括為金融機構和企業客戶提供資金管
理、貸款、存款、貿易融資及財資方案。另外，環球資本市場包括外匯買賣及債券交易。

            (ii)  薪酬制度

             序言

以下資料載列香港金融管理局於二零一五年三月頒布的健全薪酬制度指引(CG-5)第3條規定的薪酬披露事項
(「指引」)和《2018年銀行業(披露)(修訂)規則》(第21節：第9部分——薪酬)，以反映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於
二零一七年三月發布的支柱III對薪酬披露的要求。該信息涉及美國銀行公司(「美國銀行」或「本公司」) 就二
零二零年業績實施的激勵性薪酬計劃。指引的附件A概述了(a)至(f)段所載的定性薪酬披露規定，詳情載於下列
資料。修訂的第(16ZR)至(16ZV)段就美國銀行在香港的業務所要求的量化薪酬披露載於本節之後。

披露事項涉及位於香港的員工向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提供服務，包括指引第二部分所界定的高級管理層及關鍵人
員。

本公司將審慎的風險管理實踐應用於整個企業的激勵性薪酬計劃，並致力於建立可有效促進其整體風險管理政
策的薪酬管理結構。

為了適當平衡風險和報酬，根據本公司的全球薪酬原則制定激勵性薪酬計劃：
原則1.薪酬應該包含適當的工資、福利和長期支付的激勵措施，以恰當調整員工和股東的利益。
原則2.支付激勵補償的標準應綜合考慮整個公司、業務單位和個人因素。  
原則3.補償金額應結合既反映當期又反映較長時期的財務和非財務因素確定。
原則4.補償計劃應包含適當的治理流程和程序。

這些原則與更廣泛的薪酬慣例結合使用，包括本公司的風險框架和風險偏好所載的本公司對薪酬績效、薪酬政
策和風險管理流程的總體承諾。

治理和確定薪酬政策的決策過程 
本公司在全球範圍內實施其薪酬政策，並提供以下四個層級執行其激勵性薪酬計劃的治理：
(i)  董事會， 
(ii) 董事會補償與福利委員會(「委員會」)，全部由獨立董事組成，屬於本公司的全球薪酬委員會
(iii) 管理層補償委員會，以及 
(iv) 通過與業務線和區域管理相一致的業務線管理層和獨立控制職能進行治理。

委員會負責監督本公司薪酬方案和員工福利計劃的制定、維護和管理，包括批准首席執行官直接報告的薪酬以
及批准和推薦首席執行官的薪酬並報告給董事會以獲得進一步批准。在委員會的監督下，對薪酬決策的監督、
審查和責任分配到本公司結構的適當層面，以便最相關的管理層通過本公司獨立控制職能提供的文件資料作出
薪酬決定。 

委員會已採納了美國銀行補償治理政策並每年(最近一次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對其進行審核，以管理激勵性薪酬決
策，並確定本公司激勵性薪酬計劃的設計監督框架。補償治理政策旨在與全球監管舉措保持一致，以便本公司
的激勵性薪酬計劃不會鼓勵過度冒險行為。委員會不時收到獨立控制職能部門對薪酬方案的直接反饋。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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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X. 其他資料

對於二零二零年的表現，除了審查直接向首席執行官報告的執行官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的個人激勵性薪酬獎勵
外，委員會還審查了本公司的穩健控制職能反饋流程、行為審查和針對某些高薪員工和重要風險承擔者的個人
激勵性薪酬獎勵的結果。作為治理流程的一部分，委員會會見了本公司的獨立控制職能部門(包括首席風險官)和
業務部門，討論他們對績效薪酬過程的反饋，包括他們對管理風險和行為事宜的經驗。此外，本公司的首席風
險官還將整個公司的所有激勵計劃作為管理層補償委員會治理流程的一部分進行認證。

由於實施了這些流程和審核，並結合本公司薪酬計劃的風險管理和回撥功能，美國銀行認為其薪酬政策和實踐
可適當平衡風險和報酬，且不會激發過度或不謹慎冒險或引發很可能會對本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的風險。此
外，由委員會、MCC、獨立控制職能部門和業務線管理部門負責監督，幫助本公司維持旨在緩解潛在利益衝突
的薪酬計劃。

根據其章程授權，委員會聘請Farient Advisors，LLC作為其獨立薪酬顧問。獨立薪酬顧問定期在管理層不在場
時與委員會會面，並與委員會主席單獨會面，同時協同委員會審查管理層的激勵計劃認證。

二零二零年執行期間，委員會舉行了七(7)次會議。有關委員會的更多信息已包含在美國銀行投資者關係網站上
的年度代理聲明中。

薪酬與績效之間的關係

美國銀行針對所有業務線採用的薪酬理念的基石是按績效付薪酬，包括公司、業務線和個人績效。借助於本公
司的績效管理流程，員工通過與其經理進行持續對話，瞭解其角色的績效預期。績效管理流程由人力資源領導
力發展部門設計和監督。該流程會進行定期審查，以滿足管理人員評估和傳達績效預期的需求。整個一年中，
員工都會接受關於他們績效的指導，並最終根據他們的工作目標獲得他們整年績效的評級。 

此外，本公司不鼓勵以員工與本公司客戶的責任相衝突的方式對員工的績效提供報酬或進行評估。每位員工的
表現都根據數量和質量目標以及具體行為進行評估，並將績效計入每位員工的激勵性薪酬獎勵中。根據員工的
不同，量化績效目標可能集中在整個公司、業務線或產品結果上。定性績效目標可能包括收益的質量和可持續
性、成功實施戰略舉措、採用風險文化/遵守風險框架以及本公司的經營原則和其他核心價值。

員工可以獲得兩個評級 - 結果評級(基於業務績效等因素)和行為評級(基於行為、對本公司的更廣泛貢獻、領導
力、團隊合作等因素)。兩種評級的指標包括超出預期、達到預期和不符合預期。結果和行為評級均用於確定員
工的薪酬。因此，員工的薪酬不僅受員工所獲成就的影響，還受員工獲取成就的方式的影響，如果績效不夠優
秀，員工可能得不到可變獎勵。

本公司的績效薪酬計劃還要求所有員工完成年度強制性風險和合規培訓。 

風險管理和激勵計劃

本公司承擔的每項重大商業活動都存在固有風險。本公司的業務使其面臨戰略、信用、市場、流動性、合規、
運營和聲譽方面的風險。本公司必須通過確保資產的完整性和收益質量來管理這些風險，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其
長期業績。為了支持本公司的企業目標和宗旨、風險偏好以及業務和風險戰略，本公司管理層和本公司董事會
維護了治理結構，該結構規定了風險管理活動的責任以及對這些活動實施的管理和監督。

執行管理層制定需得到董事會批准的本公司風險框架，該框架明確了本公司及其員工在風險管理方面的問責
制；本公司的風險偏好陳述，其中規定了本公司將承擔風險的參數；和本公司的戰略和財務運營計劃。管理層
監控，董事會直接監督和通過其委員會監督本公司的財務業績、戰略和財務運營計劃的執行、風險偏好指標的
遵守和內部控制的充分性。

本公司認為審慎的風險管理措施適用於整個企業的激勵性薪酬計劃。本公司根據風險框架持續評估其薪酬計劃
的設計。委員會致力於建立一個能有效促進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更廣泛應用的薪酬治理結構。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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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X. 其他資料 (續)

本公司的激勵計劃旨在根據員工個人績效計劃和行為以及公司和業務線整體業績對員工的業績評級做出評定，
並據此對員工進行補償。

激勵計劃獎金池基於利潤指標確定，該指標可從本質上識別出某些潛在風險因素並進一步調整以反映與各個業
務或產品線相關的資本的使用情況和/或長期收益的質量和可持續性。激勵計劃獎金池的確定亦取決於管理層的
自由裁量權，運用該裁量權時適當考慮整個公司的業績、單個業務線、產品和戰略目標的實現等其他因素。

激勵計劃獎金池可能會進行調整以反映業務線和產品績效產生的長期風險。這些獎金池與美國銀行和/或特定業
務或產品的整體業績(包括風險)相關聯，為員工在本公司及其業務的盈利表現中創造了既得利益。

本公司的激勵性薪酬計劃亦透過允許對延期可變薪酬進行績效調整的安排將風險考慮在內，並對其進行管理。
處於最大風險職位的員工會受到更高級別的延期和潛在業績調整。

獨立控制職能的薪酬確定時獨立於所支持的業務線。為這些員工提供激勵池的資金來源於公司的整體績效，並
根據個人績效與預定目標確定實際員工獎勵。

員工薪酬

美國銀行利用固定薪酬、福利、年度現金激勵和延期激勵(以權益、權益工具或現金形式提供)的平衡組合對員工
進行補償。一般來說，員工的管理水平或激勵薪酬獎金額越高，激勵薪酬的比例應越高(i)有待延期及(ii)以權益
補償形式提供。本公司認為以股權作為獎勵是使員工利益與股東利益保持一致的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

一部分激勵獎勵會作為延期獎勵提供，通常在授予獎勵後三年內獲得併支付，而在員工出現有害行為或(對於某
些風險承擔者)在公司、業務線或業務部門(如適用)未能在歸屬期間保持盈利的情況下將被取消。這種方法有助
於實現兩個關鍵目標，即使員工關注長期可持續的結果，並將薪酬獎勵風險控制在適當的時間範圍內，這樣易
於溝通和理解。

關鍵人員身份和薪酬

本公司在識別重大風險承擔者時採用了適用於全企業的方法，其中包括確定高級管理層和關鍵人員(或同等級別
人員)的所在地。  就本指引而言，高級管理層是指那些負責監督[公司]的整體公司戰略或活動或負責[本公司]重
大業務線的員工(包括但不限於執行董事、首席執行官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關鍵人員包括個人員工」，他
們在受僱過程中的職責或活動涉及承擔重大風險或代表[本公司或其當地僱用實體]承擔重大風險。本公司認為其
採用薪酬政策(包括高級管理層和關鍵人員的薪酬確定) 的方式與其經營所在國家的規模、內部組織及其活動的
性質、範圍和復雜性一致。  

關鍵人員的可變薪酬通常包括付款和延期獎勵。如果出現有害行為或公司、業務線或業務部門(如適用)未能在歸
屬期間保持盈利，延期獎勵均將被取消。如果作為經批准的業務戰略的一部分採取的風險不能獲取可持續的利
潤，或者如果員工未能按照本公司標準行事，則延期股權獎勵的價值可能會受到影響。關鍵人員的延期費率約
佔可變薪酬總額的30％-60％。 

通過將延期獎勵與本公司的商業行為和回撥條款相結合，本公司認為其應將重點放在可持續長期業績和適當的
行為上。

數據披露和列表 

在二零一九年和二零二零年，委員會分別每年召開了七 ( 7 )和七 ( 7 ) 次會議。委員會成員的二零一九年薪酬已
經在二零二零說明書內披露，可以從美國銀行的投資者關係網頁中下載。同樣地，委員會成員的二零二零年薪
酬已經在二零二一年3月中完成的二零二一年股東會說明書內披露。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是美國銀行於香港經營的銀行業務之一。在二零二零年，美國銀行香港分行聘有大約500名僱
員。

以下披露表載列了《2018年銀行業(披露)(修訂)規則》(第21節：第9部分——薪酬)中(16ZR)至(16ZV)段所要求
的有關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所有員工(包括關鍵人員)的信息。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沒有員工被確定為高級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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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X. 其他資料 (續)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的高級員工向其他國家和/或法律實體的更高級別美國銀行員工提供職能報告，這些人員受到
當地和/或地區法規的保護，並在他們各自的國家等同地被報告為高級管理人員和/或關鍵人員。

定量披露和列表 (續)

16ZT. 財務年度内发放的薪酬 - 年度披露

千港元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薪酬金額及量化資料 關鍵人員 關鍵人員

1

固定薪酬

員工數量 5 5
2 固定薪酬總額 1,876 2,199
3        其中：現金 1,876 2,199
4                  其中：延期 — —
5        其中：股份或其他股份相關票據 — —
6                  其中：延期 — —
7        其中：其他形式 — —
8                  其中：延期 — —
9

可變薪酬

員工數量 5 5
10 固定薪酬總額 2,448 3,972
11        其中：現金 1,417 2,112
12                  其中：延期 — —
13        其中：股份或其他股份相關票據 1,031 1,860
14                  其中：延期 1,031 1,860
15        其中：其他形式 — —
16                  其中：延期 — —
17 薪酬總額 4,324 6,171

16ZU. 專項支出 - 年度披露

千港元 (e) (f)

專項支出
擔保獎金 簽署的獎勵 遣散費

# of EE 總額 # of EE 總額 # of EE 總額
二零二零年 關鍵人員 — — — — 1 240
二零一九年 關鍵人員 — — — — —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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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X. 其他資料 (續)

(ii) 薪酬制度 (續)

定量披露和列表 (續)

16ZV. 延期薪酬 - 年度披露

千港元 (a) (b) (c) (d) (e)

延期薪酬與留存薪酬
未付延期薪酬總
額(於十二月三十

一日)

其中：顯性和/或
隱性調整後發生
的未付、延期和
留存薪酬總額(於
十二月三十一日)

顯性調整后本年
度內的修正總額

隱性調整後本年
度內的修正總額

本財年已支付延
期薪酬總額

  二零二零年關鍵人員
1    現金 — — — — —
2    股份 2,732 2,732 — 253 1,743
3    現金相關票據 — — — — —
4    其他 — — — — —
  二零一九年關鍵人員
5    現金 — — — — —
6    股份 4,295 4,295 — — 2,459
7    現金相關票據 — — — — —
8    其他 — — — —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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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XI. 其他資料 (續) (流動性風險管理)

(i) 流動性風險管理 

流動性風險指無能力達到預期或預期以外的現金流及抵押品要求，並在多個經濟條件下持續支持商業及客戶的
要求。 

我们每條業務線和美國銀行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企業活動中均存在流動性風險。美國銀行公司流動性風險政策
根據適用的法律和法規設立了BAC及其附屬公司關於管理流動性風險的要求和責任。BAC政策允許附屬公司或
分行制定全球風險管理 (「GRM」) 認為必要之或符合監管要求之特定流動性風險政策。BAC政策亦概述了與美
國銀行風險管理框架 (「風險框架」) 和BAC風險偏好陳述相符之流動性風險管理實踐要求。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BANA Hong Kong")是美國銀行的分支機構,由BAC LRP和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流動性風險政
策("BANA Hong Kong LRP")管理。美國銀行香港分行LRP 為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提供除 BAC LRP 中描述的要求
外, 對美國銀行香港分行的報告、壓力測試風險限制、角色和責任以及法規要求提出了其他要求。

在美國銀行香港分行中,每個前線單位("FLU")都負責管理流動性風險,通過建立適當的流程來識別、衡量、監測
和控制與其活動相關的風險。 全球風險管理對 FLU 活動提供獨立監督。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資產及負債委員會 ("ALCO") 向亞太地區風險委員會 ("APAC RRC") 報告, 並負責為美國銀行
香港分行提供管理監督和某些批准 (或酌情向亞太地區 RRC 或其他委員會推薦)資產負債表、資本、流動性管理
和壓力測試活動。 

BANA Hong Kong LRP 旨在提供全面的治理、控制和風險管理實踐, 以監控和管理美國銀行香港分行的流動性
風險, 並經資產及負債委員會批准。 BAC LRP 和 BANA Hong Kong LRP 確定了流動性風險管理方法, 並結合
本地流動性風險限制定義了美國銀行香港分行的總體流動性風險承受能力。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執行定期流動性報告, 支援風險監控和適當的風險升級, 其中包括針對限制違規和新出現的風
險和問題的既定協定。定期向資產及負債委員會發送流動性風險報告。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在資產及負債委員會記錄和審查了融資策略。 該文件強調了不同產品的資金來源,包括產品的
來源、貨幣、融資工具、資金來源和資金來源集中度。

爲了減低流動性風險，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有以下關鍵組成部分: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流動性風險政策, 它正式闡明瞭美國銀行香港分行內範圍内的流動性風險管理原則，
包括內部壓力測試要求，限制及預警指標要求，報告及監控要求，角色及責任劃分，以及監管要求。
• 由 EFAS 風險 APAC 制定並經資產及負債委員會批准的流動性風險限額,要求美國銀行香港分行保持足
夠的流動性過剩資源並遵守監管要求；以及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應急融資計劃 ("BANA CFP") ,其中詳細介紹了管理層在壓力期間解決潛在流動性短
缺的戰略。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利用內部流動性壓力測試方法監控並測量不同時間範圍內流動性壓力的影響。該方法的適用
範圍包括市場層面及公司特定事件等嚴格場景。壓力測試旨在監控並分析現金流入與現金流出水平(包括合同現
金流與或有現金流)，並預測壓力事件下的流動性維持比率。資產及負債委員會定期審查測試結果。

BANA CFP是公司資產及負債委員會與管理層共同制定的策略和流程，旨在應對受壓期内潛在的流動性不足。
該計劃包括探測潛在流動性壓力的一系列關鍵監控指標，激活與停用BANA CFP的流程，及在不同流動性壓力
環境下對可能采取現金籌集行為的定性分析。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通過當地的資產及責任委員會審查並批准了短期和長期現金流量預測假設，強調美國銀行香
港分行資產負債表與現金流量運用的定制工具及方法。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18



XI. 其他資料  (續) (流動性風險管理)

(i) 流動性風險管理 (續)

針對流動性風險承擔及籌資,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每月按產品、幣種及業務線對資產負債表執行前瞻性預測流程，
以確定分行的流動性風險承擔和籌資需求。美國銀行香港分行依賴母公司的資金支持及其集中的流動資金池。
該實體執行評估，以表明總公司資金支持的充足性、可用性及可轉移性能夠及時滿足流動性需求。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項目剩餘到期日及流動性缺口分析如
下：

(HK $ million) Repayab
le on 
Demand

Within 1 
month

>1 
month 
up to 3 

>3 
months 
up to 1 

>1 year 
up to 5 
years

over 5 
years

undated 
or 
overdue

Placement with banks and other 19,120 3,741 2,652 2,524 464 - -
Advances to customers, acceptances 1,581 8,479 4,451 12,025 23,266 - 472
Debt securities, prescribed 12,256 - - 1,477 - - -
Other assets 85.06 537 797 7,667 1,471 336 99

Total on-balance sheet assets 33,042 12,757 7,901 23,693 25,201 336 571
Total off-balance sheet claims - - - - - - -

Deposit with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4,852 2,235 9,304 11,815 27,668 - -
Deposit from customers 30,286 2,171 678 6 - - -
Other liabilities and capital 103 1,365 877 7,873 1,400 339 1,214

Total on-balance sheet liabilities 35,241 5,770 10,858 19,693 29,068 339 1,214
Total off-balance sheet obligations 332 514 1,002 5,684 12,447 488 329

Contractual maturity mismatch (2,530) 6,473 (3,959) (1,684) (16,314) (491)
Cumclative contractual maturity mismatch (2,530) 3,942 (17) (1,701) (18,015) (18,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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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 綜合資料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I. 資本及資本充足比率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標準計算法) 11.90% 11.60%
-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高級計算法) 12.90% 11.40%
- 一級資本比率 (標準計算法) 13.50% 13.20%
- 一級資本比率 (高級計算法) 14.60% 12.90%
- 總資本比率 (標準計算法) 16.10% 15.80%
- 總資本比率 (高級計算法) 16.60% 14.80%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股東資金總數 272,924 265,637
- 風險加權數額 (標準計算法) 1,480,439 1,475,047
- 風險加權數額 (高級計算法) 1,371,548 1,503,074

資本充足比率乃根據巴賽爾資本協定計算。此外，本銀行亦根據聯邦儲備銀行、美國貨幣管理審計署與聯邦存款保險機
構聯合發出之法定資本指示採納一項市場風險措施計算法定資本。此外，監管資本比率反映了巴塞爾公約III的過渡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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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 綜合資料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II. 其他財務資料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資產總數 2,819,627 2,741,688
- 負債總數 2,546,703 2,476,051
- 貸款總數(按撥備後價值) 909,059 979,555
- 客戶存款總數 1,795,480 1,718,666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稅前盈利 18,995 8,330

本披露聲明書已存放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查冊處及https://www.bofaml.com/en-us/content/apac-hongkong.html，以供公
衆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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