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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花旗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董事會公布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業績

• 營運收入下跌3%至港幣34.32億元 (2020年上半年為港幣35.20億元)

• 除稅前溢利下跌9%至港幣10.73億元 (2020年上半年為港幣11.84億元)

• 除稅後溢利下跌9%至港幣8.87億元 (2020年上半年為港幣9.7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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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損益賬及全面損益賬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半年至2021年 半年至2020年
附註 6月30日 6月30日

利息收入 1 1,653,378         2,411,257         

利息支出 2 (331,402)           (751,705)           

利息收入淨額 1,321,976         1,659,552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3 1,827,131         1,618,953         

買賣收益淨額 4 267,792            233,497            

來自非上市公司的股息收入 3,398                3,977                

出售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之淨收益 -                    1,029                

其他營運收入 11,366              3,304                

營運收入 3,431,663         3,520,312         

員工成本 (663,596)           (607,638)           

樓宇及設備開支 (25,433)             (32,195)             

折舊開支 (118,357)           (128,524)           

其他營運開支 5 (1,495,255)        (1,273,742)        

營運開支 (2,302,641)        (2,042,099)        

減值損失前營運溢利 1,129,022         1,478,213         

減值損失 - 客戶貸款及墊款 (50,737)             (288,484)           

減值損失 - 其他 (5,302)               (2,362)               

減值損失 (56,039)             (290,846)           

減值後營運溢利 1,072,983         1,187,367         

變賣物業、器材及設備損失 -                    (3,393)               

除稅前溢利 1,072,983         1,183,974         

稅項 6 (186,234)           (207,601)           

除稅後溢利 886,749            976,373            

其他全面損益, 扣除遞延稅項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利益的退休計劃淨值 (6,123)               (2,913)               

其後可能會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值重估 9,299                65,449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的金融資產於出售轉入損益賬之公

允值變動
-                    (1,029)               

其他全面損益 3,176                61,507              

全面損益 889,925            1,037,880         

4



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財務狀況表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於2021年 於2020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資產

現金及於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結餘 11,809,484          9,409,863           

於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 13,400,233          13,626,667         

貸款及墊款 8 157,436,629        151,732,931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79,213,869          72,478,139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之金融資產 34,441,462          38,819,529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3,882,400            3,875,900           

物業、器材及設備 15 597,643               660,797              

無形資產 48,468                 33,324                

遞延稅項資產 60,338                 66,757                

其他資產 3,893,889            4,374,865           

304,784,415        295,078,772       

負債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及結餘 51,292,618          49,731,929         

客戶存款 16 222,929,166        215,542,715       

交易用途金融負債 159,528               10,425                

當期稅項 110,606               48,786                

其他負債 5,752,039            6,096,149           

280,243,957        271,430,004       

資本

股本 7,348,440            7,348,440           

儲備 17 17,192,018          16,300,328         

24,540,458          23,648,768         

304,784,415        295,078,772       

客戶貸款及墊款 108,474,952        101,066,791       

客戶存款 223,285,784        215,951,245       

此財務狀況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下表載列了在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將有關

資產及負債互相抵銷前，按照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發出的銀行申報表填報指示所披露的數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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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半年至2021年 半年至2020年

6月30日 6月30日
1 利息收入

客戶貸款的利息收入 1,164,225         1,543,537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收入 417,087            397,826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及以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    上市 3,774                2,333                  

-    非上市 58,880              224,246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 1,643,966         2,167,942           

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    上市 (1,289)               5,536                  

-    非上市 10,701              237,779              

金融資產總利息收入 1,653,378         2,411,257           

上述數額包括已減值金融資產的應計利息收入1,563千元 (2020年6月30日：2,093千元) 。

2 利息支出

客戶存款的利息支出 220,487            541,750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支出 108,180            205,506              

其他利息支出 2,735                4,449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支出 331,402            751,705              

3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零售銀行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1,135,117         846,148              

信用卡業務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354,121            361,398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的服務費 417,816            443,371              

1,907,054         1,650,917           

收費及佣金支出 (79,923)             (31,964)               

1,827,131         1,618,953           

上述整筆數額是指並非持作買賣或指定為按公允值列賬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所產生的收費及佣金收

入淨額 (不包括在釐定實際利率時所計入的金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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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半年至2021年 半年至2020年

6月30日 6月30日

4 買賣收益淨額

外匯收益淨額 313,116              315,823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淨損失 (45,324)               (82,326)               

267,792              233,497              

5 其他營運開支

銷售開支 485,664              375,268              

同系附屬公司開支 850,340              724,466              

其他 159,251              174,008              

1,495,255           1,273,742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準備 179,910              197,836              

海外稅項 1,830                  1,703                  

遞延稅項 4,494                  8,062                  

186,234              207,601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7 於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於1至12個月內到期 13,402,388         13,628,205         

減：減值準備

- 第1 階段 (2,155)                 (1,538)                 

- 第2 階段 -                      -                      

- 第3 階段 -                      -                      

13,400,233         13,6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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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於2021年 於2020年

8 貸款及墊款, 扣除減值準備 6月30日 12月31日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108,439,399     101,016,647   

減：減值準備

- 第1 階段 (162,322)           (177,082)         

- 第2 階段 (125,861)           (141,482)         

- 第3 階段 (32,882)             (39,822)           

108,118,334     100,658,261   

同業貸款及墊款總額 49,326,228       51,080,394     

減：減值準備

- 第1 階段 (7,933)               (5,724)             

- 第2 階段 -                    -                  

- 第3 階段 -                    -                  

49,318,295       51,074,670     

157,436,629     151,732,931   

9 按區域分析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10 國際債權

同業 官方部門 

非銀行
金融機構

非金融
私營機構 總額

發達國家 72,886,130      69,545,546       13,886,571       1,159,288         157,477,535   

  其中：美國 72,505,474      58,708,916       9,386,860         265,345            140,866,595   

同業 官方部門 

非銀行
金融機構

非金融
私營機構 總額

發達國家 72,412,736      63,996,641       12,163,862       1,151,125         149,724,364   

  其中：美國 71,972,452      53,355,901       8,498,386         309,902            134,136,641   

按區域劃分的客戶貸款及墊款是根據交易對手的所在地分類。在計及風險轉移後，香港以外的個別國

家於上述呈報日期的客戶貸款及墊款風險承擔均沒有超過累計貸款及墊款總額的10% 。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以下是對主要國家或地區分部之風險分析，乃參照香港金融管理局有關報

表所列之對手的所在地及類別分類。國際債權包括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承擔，按主要國家或地區分部

作出分類並已計及風險轉移因素後而劃定。

個別國家或地區分部並已計及風險轉移後佔國際債權總額不少於10%之國際債權詳列如下：

非銀行私營機構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0年12月31日

非銀行私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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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1 內地活動 

資產負債表內
的風險額

資產負債表外
的風險額 總風險額

内地居民及在中国内地成立的其他機構

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1,910,507         804,246            2,714,753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633                   -                    633                   

其它交易對手（呈報機構認為其所涉之對內地

非銀行類客戶的風險承擔） 10,907              -                    10,907              

總額 1,922,047         804,246            2,726,293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305,141,033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0.63%

資產負債表內
的風險額

資產負債表外
的風險額 總風險額

内地居民及在中国内地成立的其他機構

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2,048,535         858,141            2,906,676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525                   -                    525                   

其它交易對手（呈報機構認為其所涉之對內地

非銀行類客戶的風險承擔） 10,232              -                    10,232              

總額 2,059,292         858,141            2,917,433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295,487,302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0.70%

於2020年12月31日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以下對非銀行類客戶的內地業務相關授信風險額之分析，乃參照香港金

融管理局有關報表所列之機構類別及直接風險額之類別以作分類。

於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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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2 按行業分析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金額

有抵押品或其
他擔保的貸款
及墊款百分比 金額

有抵押品或其
他擔保的貸款
及墊款百分比

在香港使用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工商及金融業

物業投資 2,615,650         100% 2,716,231         100%

批發及零售業 15,001              65% 24,652              61%

製造業 3,307                84% 3,784                80%

其他 10,805              85% 15,348              73%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68,740,286       100% 62,791,623       100%

信用卡墊款 11,830,353       -                    12,320,965       -

其他 25,576,331       78% 23,549,253       76%

108,791,733     101,421,856     

對外幣保證金產品賬戶作出

的淨額調整 (356,618)           (408,530)           

在香港使用的客戶貸款

及墊款 108,435,115     101,013,326     

在香港以外地區使用的客戶

貸款及墊款 4,284                -                    3,321                -

總額 108,439,399     101,016,647     

上述分析是根據金管局所採用的類別及定義分類。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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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2 按行業分析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續)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25,385              36,226              

信用卡墊款 30,951              38,971              

其他 2,811                5,271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25,385              36,226              

信用卡墊款 30,951              38,971              

其他 32,946              34,411              

綜合減值準備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3,506                3,597                

信用卡墊款 228,356            253,369            

其他 55,642              61,121              

特定減值準備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2                       3                       

信用卡墊款 30,715              36,575              

其他 2,165                3,244                

佔本公司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10%以上的行業的逾期及已減值貸款及墊款和相關的綜合減值準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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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3 逾期及經重組資產

(i)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客戶貸款及墊款已逾期:

- 3個月至6個月 35,199              0.03% 54,525              0.05%

- 6個月至1年 -                   0.00% 1,995                0.00%

- 1年以上 23,948              0.02% 23,948              0.02%

59,147              0.05% 80,468              0.07%

就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有擔保部分所持有抵押品

的現行市值 63,765              104,625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有擔保部分 25,385              36,226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無擔保部分 33,762              44,242              

59,147              80,468              

特定減值準備 24,463              32,777              

就逾期貸款及墊款所持有的抵押品大多以物業為主。

(ii) 經重組客戶貸款及墊款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經重組客戶貸款及墊款 30,135              0.03% 29,140              0.03%

經重組貸款及墊款是指由於債務人財政狀況轉壞或無法按原定還款期還款而已經重組或重新議定條件

的貸款及墊款。經重組的客戶貸款及墊款並不包括任何逾期三個月以上的貸款及墊款，這些貸款及墊

款已包括在第 (i) 部分的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中。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0年12月31日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有抵押部分是就未償還結餘所持有的抵押品數額。當抵押品價值高於貸款及墊

款總額時，則只計入與貸款及墊款總額等同的抵押品價值。

在計及風險轉移後，香港以外的個別國家於上述呈報日期的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風險承擔均沒有超過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的10% 。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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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3 逾期及經重組資產 (續)

(iii)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金額

佔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百分比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 59,147              0.05% 80,468              0.07%

經重組客戶貸款及墊款 30,135              0.03% 29,140              0.03%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89,282              0.08% 109,608            0.10%

14 收回資產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收回資產 1,354                -                    

當資產因貸款重組或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而被收回用作解除債務人全部或部分負債時，會以其變現淨

值或資產的賬面值(扣除任何減值準備)的較低數額列入財務狀況表的「其他資產」，直至資產變現為止

。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0年12月31日

在計及風險轉移後，香港以外的個別國家於上述呈報日期的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風險承擔均沒有超

過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的10% 。

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0年12月31日，貸予同業之款額或其他資產，並無逾期三個月以上或經重組之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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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5 物業、器材及設備

按成本列賬的
自用建築物 使用權資產

裝置、廠房、機械
及其他資產 在建工程

物業、器材及
設備總值

成本或估值:

於2021年1月1日 405,528           701,359           399,731                  9,431               1,516,049        

增置 -                   34,154             372                         24,761             59,287             

轉移 -                   -                   20,144                    (20,144)            -                   

註銷 -                   -                   (7,805)                     (4,084)              (11,889)            

於2021年6月30日 405,528           735,513           412,442                  9,964               1,563,447        

累計折舊:

於2021年1月1日 129,096           408,933           317,223                  -                   855,252           

期內折舊 4,055               94,582             19,720                    -                   118,357           

註銷 -                   -                   (7,805)                     -                   (7,805)              

於2021年6月30日 133,151           503,515           329,138                  -                   965,804           

賬面淨值:

於2021年6月30日 272,377           231,998           83,304                    9,964               597,643           

於2020年12月31日 276,432           292,426           82,508                    9,431               660,797           

16 客戶存款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活期存款及往來賬戶 67,404,284      58,271,442      

儲蓄存款 139,221,474    139,167,015    

定期存款及通知存款 16,303,408      18,104,258      

222,929,166    215,542,715    

17 儲備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公平價值儲備 19,752             10,453             

保留溢利 17,183,318      16,302,692      

股本儲備 (11,052)            (12,817)            

17,192,018      16,3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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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7 儲備 (續)

(a) 儲備的性質和用途

公平價值儲備

股本儲備

(b) 監管儲備

(c)

該儲備包括於報告期末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之金融資產內債務證券

的公允價值累計淨變動。

股本儲備包含本公司向僱員發送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的公允值累計變動，並按照有關會計政策處理。

為符合香港銀行業條例及本地有關監管機構就審慎監管之規定及要求，本公司已直接在保留溢利內劃

定監管儲備。於2021年6月30日，此規定的影響為使可分派予股東的儲備金額減少440,750千元(2020

年12月31日：360,985千元)。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20年：派付中期股息736,28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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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8 衍生工具

(i) 衍生工具的名義總額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貨幣衍生工具

遠期和期貨 26,126,880   16,266,785   

買入期權 1,578,036     1,759,429     

賣出期權 1,578,036     1,759,429     

29,282,952   19,785,643   

(ii) 衍生工具的公允值和信貸風險加權總額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貨幣衍生工具 27,210        159,528   138,367        130,136        10,425          73,233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簽訂任何衍生工具雙邊淨額結算安排，因此這些數額以總額列示。

衍生工具是指根據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或指數的價值來釐定其價值的財務合約。這些工具的名義數額

代表未完成的交易額，並不代表風險數額。

衍生工具是用作管理本公司的市場風險，為資產負債管理的一環，本公司亦出售衍生工具予客戶作商

業活動。本公司所用的主要衍生工具是與匯率相關的合約，主要為場外交易的衍生工具。

信貸風險加權總額是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資本規則》」）進行評估。計算所得的金額視

乎交易對手的身分及工具的期限特性而定。信貸風險加權介乎0%至1250% 。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0年12月31日

公允值 信貸風險
加權總額

公允值 信貸風險
加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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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9 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合約或名義金額

與貿易有關之或然項目 -                    -                    

遠期有期存款 843,348            901,789            

其他承擔

- 原訂到期期限不超逾一年 2,670,510         1,698,635         

- 原訂到期期限超逾一年 666,079            749,303            

- 可無條件撤銷 82,272,672       81,254,645       

86,452,609       84,604,372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 615,116            519,254            

或然負債及承擔包括遠期有期存款和與信貸有關的工具。所涉及的風險與給予客戶備用信貸時所承

擔的信貸風險類似。因此，這些交易亦須符合客戶申請貸款時所遵照的信貸申請、維持信貸組合及

抵押品規定。合約數額是指合約額全數提取但客戶不履約時需要承擔的風險數額。由於大部分其他

承擔預期會在未被提取前已到期，故合約總額並不反映未來負債要求。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是根據《資本規則》進行評估。計算所得的金額視乎交易對手的身分及工具的期

限特性而定。信貸風險加權介乎0%至1250% 。

17



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20 貨幣風險

個別外幣的持倉淨額佔所有外幣淨盤總額10%或以上均予以披露。

於2021年

6月30日 美元 人民幣 英鎊

現貨資產 141,638,237     1,031,309         4,572,725         

現貨負債 (117,011,661)    (2,654,382)        (8,078,850)        

遠期買入 496,812            2,335,422         3,835,228         

遠期賣出 (25,135,825)      (42,132)             (250,483)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12,437)             670,217            78,620              

於2020年

12月31日 美元 人民幣 英鎊

現貨資產 135,276,933     1,048,315         4,146,375         

現貨負債 (120,136,553)    (2,605,576)        (6,747,280)        

遠期買入 336,937            2,274,836         2,738,039         

遠期賣出 (15,380,101)      (1,655)               (126,278)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97,216              715,920            10,856              

於上述呈報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結構性外幣持倉。

21 監管披露

本公司的外幣持倉源自外匯交易。所有外幣持倉均由財資部管理，並維持在經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和資產

負債管理委員會核准的限額內。

本公司設法將以外幣為單位的資產與以同一貨幣為單位的負債，管理在核准限額內的水平。

監管披露所載本期之披露是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而編製，而金管局所頒布的披露模版，可瀏覽

本公司網站www.citibank.com.hk。

本文件為中文譯本。如中、英文本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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