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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甲部甲部甲部：：：：    分行資料分行資料分行資料分行資料    

一一一一....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收益表資料收益表資料收益表資料收益表資料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 

 

 截至二零二零截至二零二零截至二零二零截至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期間日止期間日止期間日止期間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止期日止期日止期日止期間間間間    

    

利息收入   1,019     2,265  

利息開支   (517)    (1,603)  

其他經營收入        

   由非港元貨幣交易產生的收益減虧損   5     212  

   來自持有作交易用途的證券的收益減虧損   (35)    (16)  

   來自其他交易活動的收益減虧損   912     31  

   費用及佣金收入淨額        

      費用及佣金收入 7,846     8,789    

      費用及佣金開支 (390)  7,456  (519)  8,270  

   其他   1    0  

經營收入   8,841     9,159  

        

經營開支        

   員工開支 (4,002)    (3,863)   

   物業樓宇開支 (550)    (617)   

   設備開支 (312)    (324)   

   旅費及交際應酬開支 (40)    (139)   

   其他 (2,942)  (7,846)  (2,801)  (7,744)  

減值損失及為已減值貸款及應收款項而提撥的準備金   68    (317)  

來自有形固定資產的處置的收益減虧損   (7)    0  

除稅前利潤   1,056     1,098  

稅項開支   (120)    (187)  

除稅後利潤   936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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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未經審核資產未經審核資產未經審核資產未經審核資產負債表資料負債表資料負債表資料負債表資料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存於外滙基金款項 12,248   2,250   

現金及銀行結餘 8,570   4,457   

距離合約到期日超逾 1 個月但不超逾 12 個月的銀行存款 —   —   

存放於該機構的海外辦事處的數額 47,555   43,200   

貿易匯票，扣除減值準備金 855   1,080   

持有的存款證 —   —   

持有作交易用途的證券 3,338   11   

貸款及應收款項 162,540   120,551   

投資證券 4,084   5,186   

其他投資 114   120   

物業、工業裝置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5,272   5,106   

資產總額 244,576   181,961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尚欠銀行存款及結餘 5,968   6,057   

客戶存款    

   活期存款及往來帳戶 42,550   33,588   

   儲蓄存款 —   —   

   定期、短期通知及通知存款 1,195   1,161   

結欠該機構的海外辦事處的數額 50,877   29,130   

已發行存款證 —   —   

已發行債務證券 —   —   

其他負債 143,877   111,927   

準備金 109   98   

負債總額 244,576   18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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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 

 

(i) 貸款及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對客戶的貸款及放款 15,966   11,194   

對銀行的貸款及放款 6,291   3,079   

應計利息及其他帳戶 4,450   3,181   

應計衍生工具帳項 136,062   103,311   

為已減值貸款及應收款項而提撥    

   - 集體準備金 (229)  (214)  

   - 特定準備金 —   —   

 162,540   120,551   

 

減值準備金政策 

JPMorgan Chase & Co.的信貸虧損準備金涵蓋所有企業及客戶貸款，並反映管理層於披露日期對源自

JPMorgan Chase & Co.所有貸款的信貸虧損作出的估計。管理層亦以評估企業貸款信貸虧損的計算方法，用

於計算與企業貸款相關的承擔之信貸虧損準備金。 

 

 

(ii)  對客戶的貸款及放款的毛額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以下國家或地區具有不少於對客戶的貸款及放款毛額的10% :  

   香港 4,601  

   美國 4,339  

   泰國 3,633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日日日日    

以下國家或地區具有不少於對客戶的貸款及放款毛額的10% : 
 

   香港 5,474  

   美國 2,536  

 

對客戶的貸款及放款是將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承擔，按照交易對手的所在地區而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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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    ((((續續續續))))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比率除外) 

    

(iii)  對客戶的已減值貸款及放款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以下國家或地區有對客戶的已減值貸款及放款 :    

   香港 3,290   4,256 

   香港以外亞太地區 2,825   3,019 

   北美及拉丁美洲 4,918   2,549 

   中東及非洲 339   641 

   東歐及西歐 3   4 

 11,375   10,469 

 

本分行並無為該等貸款及放款而提撥的特定準備金的數額。 

 

本分行並無就該特定準備金所關乎的貸款及放款而計算在內的抵押品。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該等貸款及放款佔對客戶的貸款及放款的總額的百分率 71.25%  93.53%

        

對客戶的貸款及放款是將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承擔，按照交易對手的所在地區而劃定。 

 

 

(iv) 對銀行的已減值貸款及放款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以下國家或地區有對銀行的已減值貸款及放款 :    

   香港以外亞太地區 —  79 

 

本分行並無為該等貸款及放款而提撥的特定準備金的數額。 

 

本分行並無就該特定準備金所關乎的貸款及放款而計算在內的抵押品。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該等貸款及放款佔對銀行的貸款及放款的總額的百分率 —%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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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    ((((續續續續))))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 

 

(v) 對客戶的貸款及放款的毛額按行業劃分的明細表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及放款    

   工業、商業及金融    

      物業發展 802  140 

      物業投資 —   — 

      金融企業 0  0 

      股票經紀 —  — 

      批發及零售行業 366  295 

      製造業 218  200 

      運輸及運輸設備 0  0 

      康樂活動 —  0 

      資訊科技 1,314  1,019 

      其他 300  301 

個人 —  — 

貿易融資 5,309  3,997 

在香港以外使用的貸款及放款 7,657  5,242 

 15,966  11,19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提述的貸款及放款有抵押品總額為港幣 290 百萬元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 : 港幣 528百萬元)。 

 

(vi)  已過期的對客戶及銀行貸款及放款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並無已過期的對客戶及銀行貸款及放款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無)。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並無對任何就已過期貸款及放款持有抵押品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無)。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並該等已過期的貸款及放款而提撥的特定準備金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 無)。 

 

(vii)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並無經重組之對客戶及銀行貸款及放款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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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負債表附加資料    ((((續續續續))))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 

 

(viii)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並無其他已過期資產 (包括貿易匯票及債務證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 無)。 

 

(ix)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並無收回資產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無)。 

 

(x) 其他負債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應付費用及其他帳戶 10,164  8,054 

應付衍生工具帳項 133,713  103,873 

 143,877  111,927 

    

    

四四四四. . . .     國際債權國際債權國際債權國際債權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 

    

   非銀行私營部門非銀行私營部門非銀行私營部門非銀行私營部門      

 銀行銀行銀行銀行    官方機構官方機構官方機構官方機構    非銀行非銀行非銀行非銀行    

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機構    

非金融非金融非金融非金融    

私營部門私營部門私營部門私營部門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已發展國家 52,595 — 5  6,773 —  59,373 

離岸金融中心 5,456 3 1,317  2,085 869  9,730 

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 7,291 4,133 553  5,361 15  17,353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已發展國家 44,324 — 22  3,885 —  48,231 

離岸金融中心 2,808 2 531  5,142 379  8,862 

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 4,549 1,987 623  1,825 —  8,984 

 

國際債權是將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承擔，在已計算任何認可風險轉移後，按照交易對手的所在地區而劃定。倘

若債權的擔保方所屬國家與對手方的國家不同，或債權是來自總行位於其他國家的銀行之海外分行，則作出國

際債權風險轉移。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地區層面上，已發展國家、離岸金融中心及亞太地區發展

中國家佔計入風險轉移後的國際債權總額 10%或以上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 已發展國家、離岸金融中心及亞

太地區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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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內內內內地非銀行對手風險承擔地非銀行對手風險承擔地非銀行對手風險承擔地非銀行對手風險承擔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比率除外)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機構類別機構類別機構類別機構類別    資資資資產產產產負債表負債表負債表負債表內內內內     資資資資產產產產負債表外負債表外負債表外負債表外      

 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     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中央政府及其持有的企業、附屬公司及合資公司 2,715
 

 8,605
 
 11,320

 

地方政府及其持有的企業、附屬公司及合資公司 0
 

 155
 
 155

 

居住在中國境內的中國公民或中國內地企業及其附屬公司及

合資公司 
1,635

 
 3,637

 
 5,272

 

其他中央政府企業 271  6  277 

居住在中國境外的中國公民或中國境外企業，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837

 
 469

 
 1,306

 

其他被視作內地非銀行對手方之風險 2,593
 

 2,756
 
 5,349

 

總額 8,051  15,628  23,679 

      
資產總額扣除準備金 244,467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承擔對資產總額比率 3.29%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機構類別機構類別機構類別機構類別    資資資資產產產產負債表負債表負債表負債表內內內內     資資資資產產產產負債表外負債表外負債表外負債表外      

 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     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的風險承擔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中央政府及其持有的企業、附屬公司及合資公司 884
 

 6,494
 
 7,378

 

地方政府及其持有的企業、附屬公司及合資公司 —
 

 287
 
 287

 

居住在中國境內的中國公民或中國內地企業及其附屬公司及

合資公司 
1,298

 
 3,380

 
 4,678

 

其他中央政府企業 781  214  995 

居住在中國境外的中國公民或中國境外企業，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1,371

 
 210

 
 1,581

 

其他被視作內地非銀行對手方之風險 1,795
 

 2,587
 
 4,382

 

總額 6,129  13,172  19,301 

      
資產總額扣除準備金 181,863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承擔對資產總額比率 3.37%    

 

   非內地公司的風險承擔大部份來自資金用於國內的貿易融資及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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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貨幣風險貨幣風險貨幣風險貨幣風險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美元  人民幣  歐元  韓元  泰銖  新台幣  總額 

外匯盤外匯盤外匯盤外匯盤              
現貨資產 112,980   64,707  7,147   4,077   58   4,974  193,943  

現貨負債 (130,162)   (58,683)  (6,457)  (3,614)  (622)  (5,435)  (204,973) 

遠期買入 1,840,193   775,747  91,887   29,848   1,590   423,873   3,163,138 

遠期賣出 (1,814,768)   (786,981)  (90,591)  (29,071)  (4,533)  (425,798)  (3,151,742) 

期權淨持倉量 45   (686)  —   —   —   —   (641) 

長倉（或短倉） 

淨持倉量，包括期權盤 8,288 

 

 (5,896)  1,986 

 

 1,240 

 

 (3,507)  (2,386)  (275)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美元  人民幣  歐元  日圓  韓元  菲律賓披索  泰銖  新台幣  總額 

外匯盤外匯盤外匯盤外匯盤                  
現貨資產 99,742   31,149  6,115  4,685  4,379  53  586  3,836  150,545  

現貨負債 (108,454 )  (30,030)  (6,070)  (4,148)  (4,116)  (70)  (926)  (3,965)  (157,779 )

遠期買入 2,139,977   751,004  164,908  277,283  42,139  2,619  1,221  415,472  3,794,623  

遠期賣出 (2,117,490 )  (755,638)  (163,374)  (275,891)  (40,330)  (4,057)  (5,301)  (420,155)  (3,782,236 )

期權淨持倉量 (422 )  242  —  1  —  —  —  71  (108 )

長倉（或短倉） 

淨持倉量，包括期權盤 13,353 

 

 (3,273)  1,579

 

 1,930

 

 2,072

 

 (1,455)  (4,420)  (4,741)  5,045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人民幣、歐元、韓元、泰銖及新台幣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美元、人

民幣、歐元、日圓、韓元、菲律賓披索、泰銖及新台幣) 佔所有非港元貨幣的總淨持倉量的 10%或以上。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並無持有非港元貨幣的結構性淨持倉量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 無)。 

期權淨持倉乃根據所有外匯期權合約之「得爾塔加權持倉」為基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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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資產負債表外風險承擔    

    直接信貸替代項目 976  799 

    交易關聯或有項目 —  — 

    貿易關聯或有項目 3,383  3,742 

    票據發行及循環式包銷融通 —  — 

    其他承諾 22,388  26,552 

    其他 (包括遠期資產購買、部分付款股份及證券所欠數額、遠期有期

存款及有追索權的資產出售或其他有追索權的交易) —

 

 300

 

    

衍生工具    

   匯率關聯衍生工具合約 3,882,130  4,464,300 

   利率衍生工具合約 3,514,715  3,028,544 

   其他 87,033  81,185 

 

就或然負債及承擔而言，合約金額代表在合約金額如被全數動用及客戶違約的情況下所承受風險的金額。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遠期存款的剩餘期限少於一年。至於衍生工具方面，此等工具的合約金額反映

於結算日未完成的交易量，而並不代表所承受風險的金額。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資產負債表外工具的信貸風險加權總額    

   匯率關聯衍生工具合約 22,686  24,211 

   利率衍生工具合約 9,433  8,482 

   其他 5,681  5,082 

    

資產負債表外工具的公平價值    

   匯率關聯衍生工具合約 66,650  36,460 

   利率衍生工具合約 67,548  65,552 

   其他 1,865  1,300 

 

以上衍生工具之合約金額、公平價值及信貨風險加權總額並沒有將雙邊淨額結算協議計算在內。 

 

    

八八八八....    薪酬披露薪酬披露薪酬披露薪酬披露    

 

薪酬政策的詳細資料，包括薪酬政策、薪酬的探討和分析、薪酬的執行及原則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薪酬可參

考 JPMorgan Chase & Co.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公佈的股東委托書。股東委托書可於 JPMorgan Chase & Co. 網站

索取 : https://www.jpmorganchase.com/corporate/investor-relations/annual-report-prox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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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乙部乙部乙部：：：：銀行資料銀行資料銀行資料銀行資料((((綜合基準綜合基準綜合基準綜合基準))))        

 (以美元百萬列示， 比率除外) 

 

以下資料乃根據 JPMorgan Chase & Co.的綜合帳目列示。 

 

一一一一....    資本及資本充足資本及資本充足資本及資本充足資本及資本充足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資本充足比率（附註 1） 17.3% 16.6 %

股東資金 279,354  264,466  

 

附註 1 : JPMorgan Chase & Co.的資本比率是按照美國聯邦儲備局規例作為計算基礎，計算方式依從巴塞爾銀行

監理委員會的資本協定之銀行監管《巴塞爾協定》(“巴塞爾”) 。 

 

二二二二....    其他財務資料其他財務資料其他財務資料其他財務資料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資產總額 3,386,071  3,213,115 

負債總額 3,106,717  2,948,649 

貸款及放款總額 (扣除貸款虧損準備金) 984,525  946,426 

客戶存款總計 2,144,257  1,931,029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九一九一九一九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日一日一日一日

止期間止期間止期間止期間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止止止止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除稅前利潤 35,407  44,545 

 

備註 : 本部分所披露的資料來自 JPMorgan Chase & Co.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七日公佈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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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丙部丙部丙部：：：：流動流動流動流動性性性性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是指摩根大通集團 (“集團”)，包括摩根大通銀行香港分行 (“分行”)，未能滿足合約與或有責任的

風險，或指集團未有適當金額、組合和年期的資金和流動性支持其資產及負債營運。 

 

 

流動性風險監督流動性風險監督流動性風險監督流動性風險監督    

 

流動性風險監督職能部門隸屬首席投資辦公室、資金部與企業業務風險部，屬獨立風險管理機制的一部分，並

向首席投資辦公室、資金部與企業業務首席風險總監報告，首席風險總監亦同時擔任全集團層面流動性風險執

行官。流動性風險監督職能部門負責為整個集團提供流動性獨立風險評估、衡量、監督與控制。流動性風險監

督部的職責包括，但不限於： 

• 定義、監控並匯報流動性風險指標； 

• 獨立地制定並監控限額、指標和門檻，包括流動性險偏好； 

• 建立分類，監控以及匯報違規行為的流程； 

• 對流動性風險管理流程進行獨立審查； 

• 監控並匯報內部全集團層面與法定實體層面流動壓力測試，以及監管設定的壓力測試； 

• 批准或上報全新或已更改的流動壓力測試假設的審核；和 

• 監控及報告流動性資金狀況、資產負債表變化和融資活動。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管治管治管治管治與衡量與衡量與衡量與衡量    

 

亞太區資產負債管理風險部門向全球資產負債管理風險部門主管報告，負責亞太區法定實體的流動性風險監督。

亞太區的流動性風險監督由亞太區風險委員會負責管理，及由亞太區首席風險總監擔任主席。 

 

香港風險與資產負債委員會負責監督分行流動性風險管理，由風險總監和高級財務官共同擔任主席。受其職權

範圍約束，香港風險與資產負債委員會在必要時須上報事項至香港分行委員會，亞太區資本及流動性委員會或

亞太地區風險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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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丙部丙部丙部：：：：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    ((((續續續續))))    

    

內部壓力測試內部壓力測試內部壓力測試內部壓力測試    

 

流動性壓力測試旨在確保該分行在各種極端不利情景中擁有充足的流動性，包括集團在恢復與處置規劃中分析

的情景。摩根大通集團 (“母公司”) 及重要法定實體包括分行會模擬壓力情景定期進行測試，並在有需要時就

特定的市場事件或疑慮進行特定壓力測試。 

 

流動性壓力測試假設分行考慮到以下因素时皆能滿足其法定義務： 

• 不同程度參與有抵押或無抵押資金市場； 

• 估計非合約義務及或有風險承擔資金流出；和 

• 對供地區或法定實體之間可用和調動的資金構成的監管、法律等潛在限制。 

 

應急融資計劃應急融資計劃應急融資計劃應急融資計劃    

 

集團的應急融資計劃制定流動性在受壓事件下所需要的流動資金之處理及管理策略方案，並結合組成流動性上

報指數的風險限額、指標和風險偏好及容忍度。另外，應急融資計劃亦辨識集團 (包括分行) 在受壓事件下可用

的應急資金來源。分行是全集團應急融資計劃框架中的組成部分。 

 

資金部門維護經香港風險與資產負債委員會至少每年審閱並批准的全集團應急融資計劃的國別附錄。 

    

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集團在管理流動資金的主要目標為： 

• 確保集團的主要業務及法定實體能夠在日常經濟活動以及受壓事件下回應客戶需要和滿足合約與或有責任之

風險承擔； 

• 管理最佳融資組合及可用的流動資金源。 

 

集團在管理流動資金和融資活動時，採用集中化、全球化的方式，以 

• 確保最優化管理和使用流動資金來源； 

• 監控風險； 

• 確定集團層面公司之間流動性轉移的限制；及 

• 在相關的集團層面和公司層面維持適當數量的盈餘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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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丙部丙部丙部：：：：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    ((((續續續續))))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比率除外) 

在集團管理流動資金的層面上，資金部門負責： 

• 分析和理解集團、各業務部門、法定實體的資產及負債之流動性，並考慮到其法律上、監管上和營運上的限

制； 

• 制定內部流動性壓力測試之假設； 

• 定義和監督全集團層面及個別法定實體的流動性策略、政策、報告和應急融資計劃； 

• 根據集團認可的風險偏好及容忍度，以及限制來管理集團的資金流動性； 

• 確保集團遵守關於融資及流動性風險的監管規則；及 

• 根據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負債，以及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的潛在流動特性來制定轉移價格。 

 

 

一一一一....        流動流動流動流動性性性性比率比率比率比率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季季季季    

((((三個月平均數三個月平均數三個月平均數三個月平均數))))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季季季季    

((((三個月平均數三個月平均數三個月平均數三個月平均數))))    

    

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 61.72% 64.05%

    

平均核心資金比率 276.90% 224.67%

 

本分行屬香港金融管理局認可的第 2A 類機構，故此需要根據《銀行業(流動性)規則》符合所有由二零一八年一

月一日起開始生效的核心資金比率計算及披露要求。 

 

流動性維持比率及核心資金比率乃按照銀行業條例第九十七 H 條而計算。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及平均核心資金

比率乃根據《銀行業(流動性)規則》於每個報告期內每個曆月的平均值而計算之簡單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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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丙部丙部丙部：：：：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    ((((續續續續))))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 

 

二二二二....    期限分析期限分析期限分析期限分析 

 

下表按照從資產負債表日至到期日的剩餘期限，將本分行資產和負債按相關到期期限劃分。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即即即即期期期期 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 
一個月以上一個月以上一個月以上一個月以上

至至至至三個月三個月三個月三個月 
三三三三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

至至至至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一年一年一年一年以上至以上至以上至以上至

五年五年五年五年 五五五五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無期限無期限無期限無期限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資產總額 (附註 2) 71,747  54,177  26,255  82,426  233,672  71,471  6,037  244,807  

總資產負債表外之債權 939  —  —  —  —  —  —  939  

負債總額 (附註 2) 94,867  21,790  22,091  75,138  253,380  74,945  801  244,807  

總資產負債表外之責任 26,305  939  2  7  39  43  —  27,335  

合約到期日的錯配情況 (48,486)  31,448  4,162  7,281  (19,747)  (3,517)  —   

累積合約到期日的錯配情況 (48,486)  (17,038)  (12,876)  (5,595)  (25,342)  (28,859)  —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九一九一九一九年年年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 即即即即期期期期 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 
一個月以上一個月以上一個月以上一個月以上

至三個月至三個月至三個月至三個月 
三三三三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個月以上

至至至至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一年一年一年一年以上至以上至以上至以上至

五年五年五年五年 五五五五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年以上 無期限無期限無期限無期限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資產總額 (附註 2) 79,228  14,876  21,935  75,755  189,254  59,306  5,275  174,776  

總資產負債表外之債權 405  —  —  —  —  —  —  405  

負債總額 (附註 2) 77,187  11,558  22,140  71,244  200,473  63,652  456  174,776  

總資產負債表外之責任 12,245  —  —  —  —  —  —  12,245  

合約到期日的錯配情況 (9,800)  3,318  (205)  4,512  (11,219)  (4,345)  —   

累積合約到期日的錯配情況 (9,800)  (6,481)  (6,687)  (2,175)  (13,393)  (17,739)  —   
 

附註 2 : 於總額內的衍生工具價值代表合約的公允價值，並不等於以上個別時期現金流量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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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丙部丙部丙部：：：：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    ((((續續續續))))    

 (以港幣百萬元列示，比率除外) 

    

三三三三....    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資金來源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零年年年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年年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要的融資工具主要的融資工具主要的融資工具主要的融資工具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佔負債總額佔負債總額佔負債總額佔負債總額 

的百分率的百分率的百分率的百分率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佔負債總額佔負債總額佔負債總額佔負債總額 

的百分率的百分率的百分率的百分率 
    

資金來自有關連的機構 64,539 26.39%  50,777  29.11% 

資金來自銀行同業 3,186 1.30%  3,184 1.83% 

客戶存款 14,684 6.00%  30,274 17.36%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抵押品池無過度的集中限額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無)。 

 

備註 : 期限分析及資金來源的資料源自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香港金融管

理局流動性監察工具申表 (表格 MA(BS)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