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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 收益表資料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931,175 1,922,978
利息支出 (196,469) (864,390)

淨利息收入 734,706 1,058,588

其他營運收入
外匯買賣收益 37,757 81,327
  非交易用途的外匯買賣收益 — 6,510
持作買賣用途的證券收益 12,335 68,923
利率衍生工具買賣虧損 (21,219) (88,893)
衍生工具買賣收益 / (虧損) 64,506 (80,576)
收費及佣金

-     收入 1,288,589 1,304,885
-     支出 (2,107) (1,354)

其他收入 — (14,073)

1,379,861 1,276,749

總收入 2,114,567 2,335,337

營運支出
職員開支 (666,189) (680,284)
租賃開支 (166,120) (162,128)
其他營運支出

-     固定資產折舊 (289) (260)
-     集團服務費分攤 (469,299) (420,754)
-     電訊費用 (10,367) (10,211)
-     設備費用 (5,399) (6,790)
-     法律及專業服務費 (17,419) (17,476)
-     交通費用 (154) (2,808)
-     訂購服務費 (5,820) (5,366)
-     其他支出 (314,799) (241,033)

(1,655,855) (1,547,110)

撥備前營運盈利 458,712 788,227
貸款減值(撥備)/ 回撥 (928,549) 172,109
固定資產出售損失 — (801)
稅前(虧損) / 盈利 (469,837) 959,535
稅項回撥/ (支出) 92,104 (171,030)

稅後(虧損) / 盈利 (377,733) 788,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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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資產負債表資料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5,239,831 1,572,201
外匯基金結餘 3,226,705 2,96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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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1,179 3,245,680
-         於1至12個月內到期的存款 7,197,624 7,462,922
-         於1年後到期的存款 — —

存放於海外辦事處的金額 24,381,732 16,986,118
貿易票據, 按撥備後價值 1,220,572 290,872
買賣證券, 按公平價值

-         其他證券 8,396,079 12,668,126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按撥備後價值 54,466,061 50,828,898
房產結構及設備 10,496 7,722
其他資產 1,361,308 1,603,795

總資產  112,751,587 97,635,983

尚欠銀行存款及結欠 613,728 502,757
客戶存款

-         往來存款 30,494,862 23,641,114
-         儲蓄存款 2,050,916 2,230,705
-         定期存款、通知及短期存款 9,779,396 6,818,438
結欠於海外辦事處的金額 66,177,959 60,946,131

或然負債及承擔撥備 565,693 357,990
其他負債 3,069,033 3,138,848

總負債 112,751,587 97,63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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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i)         貿易票據，按撥備後價值 
貿易票據 1,308,667 369,269
減值撥備

-       綜合評估  (12,329)  (2,938) 
-       個別評估  (75,766)  (75,459) 

1,220,572 290,872

(ii)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按撥備後價值
客戶貸款  55,732,331  51,978,130 
減值撥備

-       綜合評估  (541,799)  (516,080) 
-       個別評估  (759,355)  (673,446) 

 54,431,177  50,788,604 

應計利息 34,884 40,294

54,466,061 50,828,898

(iii)       或然負債及承擔，按撥備後價值
或然負債及承擔  14,696,483  13,305,273 
減值撥備

-       綜合評估  (6,572)  (23,895) 
-       個別評估  (559,121)  (334,095) 

 14,130,790  12,94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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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848 397,231
0

就該等客戶逾期貸款作出的個別撥備
-       一年以上 398,848 397,231

客戶逾期貸款所佔客戶貸款總額的百分比
-       一年以上  0.72 %  0.76 %

00 0(v)         減值客戶貸款及撥備

            -    減值客戶貸款 1,840,876 1,502,092

-       個別評估撥備 759,355 673,446

-       減值客戶貸款所佔客戶貸款總額百分比  3.30 %  2.89 %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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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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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66 75,45975766 75459

就該等逾期貿易票據作出的個別撥備總額
-       一年以上 75,766 75,45975,766 75,459

- 逾期貿易票據所佔貿易票據總額百分比  5.79 %  20.43 %

(vii)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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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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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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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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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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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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605 1,158,951
-          與交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156,334 126,037
-          與貿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3,957,618 4,011,209
-         銷售和回購協定; 資產出售或其他有追索權的交易; 遠期資產購買; 部
分支付的股票和證券的欠款; 和遠期存款 34,264

-          其他承擔 25,216,180 19,960,698

29,861,737 25,291,159

衍生工具之合約名義數額 :
-            匯率合約 232,498,235 240,401,745
-           利率合約 24,310,513 27,449,531

256,808,748 267,851,276

該等衍生工具之合約名義數額僅顯示資產負債表結算當日未完成的交投量，但不
代表存在的風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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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096 1,431,796
-        利率合約 724,596 529,794

2,700,692 1,961,589
公平價值負債
-         匯率合約 1,978,190 1,602,349
-        利率合約 731,225 556,450

2,709,415 2,15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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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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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000 — 735,458 —
-       金融企業 3,031,250 — 1,881,981 —
-       批發及零售業 335,358 — 457,815 —
-       製造業 11,021,356 — 6,304,793 —
-       運輸及運輸設備 2,381,736 — 2,096,537 —
-       電力及氣體燃料  1,135,373  —  1,477,770  — 
-       康樂活動 46,779 — 46,590 —
-       資訊科技 732,525 — 1,312,180 —
-       其它 4,337,581 — 4,710,311 —

 23,756,958  —  19,023,435  — 

個人  11,894  —  7,248  — 

貿易融資  9,571,876  —  7,860,147  — 

在香港以外使用的貸款  22,391,603  —  25,087,300  — 

 55,732,331  —  51,978,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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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6,953  30,419,759 
-        印度 9,512,158  10,016,975 
-        美國 4,065,218  2,418,595 
-        維爾京群島 2,627,340  48,743 
-        中國 2,186,996  2,898,915 
-        英國 1,569,364  1,680,231 
-        愛爾蘭 1,175,751  61 
-        毛里裘斯 1,092,940  1,081,450 
-        瑞士 1,039,250  436,598 
-        荷蘭 787,496  209,967 
-        開曼群島 675,816  1,111,088 
-        澳門 602,550  841,479 
-        盧森堡 493,333  7,351 
-        肯尼亞 389,828  — 
-        馬拉維 311,862  310,598 
-        墨西哥 31,507  10,738 
-        馬來西亞 21,152  6,950 
-        斯里蘭卡 9,366  4,072 
-        泰國 6,903  — 
-        南韓 6,104  474,369 
-        日本 382  28 
-        新加坡 61  1 
-        根西島  1  — 
-        法國 0 93
-        澳大利亞 0 69

55,732,331 51,97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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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

-        中國 38,738 38,581
-        香港 277,571 276,445
-        開曼群島 82,539 82,204

398,848 39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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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

-        中國 38,738 38,581
-        香港 1,719,599 1,381,306
-        開曼群島 82,539 82,205

1,840,876 1,502,092

(v)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的逾期貿易票據：
-        香港 75,766 75,459

(vi)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的減值貿易票據：
-        香港 75,766 7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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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發達國家 24,884 — — 6,610 31,494

其中︰ -     美國 24,847 — — 4,236 29,083

-        離岸中心 1,312 — 2,874 26,205 30,391

其中︰ -     香港 1,312 — 2,874 24,791 28,977

-        發展中亞太地區 18,583 — 586 14,177 33,346

其中︰ -     中國 10,330 — — 4,843 15,173
-     印度 1,620 — 586 9,316 11,522
-     南韓  6,219  —  —  —  6,219 

44,779 — 3,460 46,992 9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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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發達國家 17,177 — 23 5,010 22,210

其中︰ -     美國 17,169 — — 2,715 19,884
-        離岸中心 1,805 — 2,647 25,049 29,501

其中︰ -    香港  1,805  —  2,647  21,772 26,224
-       發展中非洲和中東地區 — — — 311 311

-        發展中亞太地區 11,264 — 584 16,764 28,612

其中︰ -    中國 5,373 — — 6,621 11,994
-    印度 1,165 — 584 9,657 11,406

- 發展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 — — 11 11

30,246 — 3,254 47,145 8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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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現貨資產 84,342 8,844 93,186
現貨負債 (81,499) (11,591) (93,090)
遠期買入 86,640 135,587 222,227
遠期賣出 (90,156) (132,802) (222,958)
期權淨持倉量 — — —

(短)/長盤淨額 (673) 38 (635)

結構性倉盤淨額 — — —

美元 其他 總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百萬港元

現貨資產 69,379 11,078 80,457
現貨負債 (73,548) (7,473) (81,021)
遠期買入 113,012 123,812 236,824
遠期賣出 (109,494) (127,433) (236,927)
期權淨持倉量 — — —

(短)/長盤淨額 (651) (16)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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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於財務期間的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  53.91 %  55.97 %
3 個月期的平均核心融資比率 （"CFR"）  228.75 %  216.16 %

該分行由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指定為第2A類機構，因此須遵守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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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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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63,604  68.66 % 63,543,844  68.13 %
-   資金來自銀行同業 446,648  0.40 % 237,340  0.25 %
-   客戶存款 31,932,253  28.56 % 25,226,624  27.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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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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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0,005 401,509 8,221,514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2 1,009,977 — 1,00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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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1,298 5,268,830 15,9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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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938  2,739,108  5,08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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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18  194,914  367,732 

總數 8  22,000,036  8,604,361  30,604,397 
減值準備後的資產總額 9 111,808,161
      佔資格總額的百分率 10  1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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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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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3,734  214,631  10,538,365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2  781,930  —  7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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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7,061  3,688,813  12,77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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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313  2,944,406  4,87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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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442  349,423  918,865 

總數 8 22,689,480 7,197,273 29,886,753

減值準備後的資產總額 9 96,855,369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格總額的百分率 10  2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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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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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二零二一年的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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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執行期間，委員會舉行了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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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年內獲得併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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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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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委員會分別每年召開了七 ( 7 )和七 ( 7 ) 次會議。委員會成員的二零二零年薪酬已
經在二零二一說明書內披露，可以從美國銀行的投資者關係網頁中下載。同樣地，委員會成員的二零二一年薪
酬已經在二零二二年3月中完成的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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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二一年，美國銀行香港分行聘有大約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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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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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1,876
3        其中：現金 1,928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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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9 2,448
11        其中：現金 1,107 1,417
12                  其中：延期 — —
13        其中：股份或其他股份相關票據 2,862 1,031
14                  其中：延期 2,862 1,031
15        其中：其他形式 — —
16                  其中：延期 — —
17 薪酬總額 5,897 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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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關鍵人員 — — — — — —
二零二零年 關鍵人員 — — — — 1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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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關鍵人員
1    現金 — — — — —
2    股份 4,332 4,332 — — 1,508
3    現金相關票據 — — — — —
4    其他 — — — — —
  二零二零年關鍵人員
5    現金 — — — — —
6    股份 2,732 2,732 — 253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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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動性風險限額，由全球市場和金融風險 - 亞太地區流動性風險制定，並由ALCO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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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FC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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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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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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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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85 7,533 1,986 5,218 - - -
Advances to customers, acceptances 2,023 15,260 7,152 6,690 25,477 - 475
Debt securities, prescribed 8,396 - - - - - -
Other assets 18.98 2,036 1,111 3,006 502,703 195 303

Total on-balance sheet assets 42,623 24,829 10,249 14,914 528,180 195 778
Total off-balance sheet claims - - - - - - -

Deposit with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5,540 3,938 14,693 12,397 30,245 - -
Deposit from customers 37,068 4,570 700 9 - - -
Other liabilities and capital 72 2,570 1,253 3,178 503,104 195 1,646

Total on-balance sheet liabilities 42,680 11,077 16,646 15,584 533,349 195 1,646
Total off-balance sheet obligations 220 591 1,700 4,162 18,246 4,645 299

Contractual maturity mismatch (277) 13,161 (8,096) (4,832) (23,414) (4,645)
Cumulative contractual maturity mismatch (277) 12,884 4,787 (45) (23,459) (28,104)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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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 綜合資料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I. 資本及資本充足比率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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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 11.50%
-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高級計算法) 12.30% 13.00%
- 一級資本比率 (標準計算法) 12.20% 13.00%
- 一級資本比率 (高級計算法) 14.10% 14.70%
- 總資本比率 (標準計算法) 14.10% 15.10%
- 總資本比率 (高級計算法) 15.80% 16.50%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股東資金總數 270,066 277,119
- 風險加權數額 (標準計算法) 1,616,880 1,552,869
- 風險加權數額 (高級計算法) 1,398,299 1,38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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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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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 綜合資料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II. 其他財務資料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資產總數 3,169,948 3,029,894
- 負債總數 2,899,282 2,752,775
- 貸款總數(按撥備後價值) 966,737 904,833
- 客戶存款總數 2,064,446 1,909,142

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稅前盈利 33,976 1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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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