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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將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資料披露報告呈覽。本報告的內容是根據《銀行業條例》
第60A條所訂立的《銀行業 (披露) 規則》編製。

承董事會命

江碧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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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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業績

• 營運收入下跌7%至港幣32.02億元 (2021年上半年為港幣34.32億元)

• 除稅前溢利下跌50%至港幣5.35億元 (2021年上半年為港幣10.73億元)

• 除稅後溢利下跌48%至港幣4.58億元 (2021年上半年為港幣8.8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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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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半年至2021年
附註 6月30日 6月30日

利息收入 1 1,886,296         1,653,378         

利息支出 2 (477,332)           (331,402)           

利息收入淨額 1,408,964         1,321,976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3 1,465,995         1,827,131         

買賣收益淨額 4 289,956            267,792            

來自非上市公司的股息收入 1,149                3,398                

其他營運收入 36,119              11,366              

營運收入 3,202,183         3,431,663         

員工成本 (670,865)           (663,596)           

樓宇及設備開支 (51,421)             (25,433)             

折舊開支 (118,654)           (118,357)           

其他營運開支 5 (1,748,324)        (1,495,255)        

營運開支 (2,589,264)        (2,302,641)        

減值損失前營運溢利 612,919            1,129,022         

減值損失 - 客戶貸款及墊款 (84,756)             (50,737)             

減值損失 - 其他 7,180                (5,302)               

減值損失 (77,576)             (56,039)             

除稅前溢利 535,343            1,072,983         

稅項 6 (77,007)             (186,234)           

除稅後溢利 458,336            886,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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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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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706)           9,299                

其他全面損益 (174,576)           3,176                

全面損益 283,760            88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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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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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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2,573          12,569,987         

於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 21,783,572          14,726,914         

貸款及墊款 8 160,894,027        163,183,853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64,866,989          70,178,185         

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損益之金融資產 47,206,818          44,065,706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3,922,625            3,898,275           

物業、器材及設備 15 620,828               417,912              

無形資產 22,856                 34,217                

當期稅項資產 10,850                 89,284                

遞延稅項資產 85,046                 46,898                

其他資產 4,357,747            3,035,390           

323,263,931        312,246,621       

負債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及結餘 59,433,309          46,429,581         

客戶存款 16 232,652,336        235,727,127       

交易用途金融負債 455,000               36,853                

其他負債 5,149,802            4,763,301           

297,690,447        286,956,862       

資本

股本 7,348,440            7,348,440           

儲備 17 18,225,044          17,941,319         

25,573,484          25,289,759         

323,263,931        312,246,621       

客戶貸款及墊款 117,278,846        118,102,358       

客戶存款 232,969,953        236,06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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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半年至2021年

6月30日 6月30日
1 利息收入

客戶貸款的利息收入 1,254,355         1,164,225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收入 425,670            41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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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6              3,774                  

-    非上市 79,595              58,880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 1,780,216         1,643,966           

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    上市 11,060              (1,289)                 

-    非上市 95,020              10,701                

金融資產總利息收入 1,886,296         1,653,378           

上述數額包括已減值金融資產的應計利息收入2,518千元 (2021年6月30日：1,563千元) 。

2 利息支出

客戶存款的利息支出 230,177            220,487              

同業與其他金融機構存款的利息支出 240,138            108,180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4,488                2,735                  

其他利息支出 2,529                -                      

並非以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的利息支出 477,332            331,402              

3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零售銀行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693,243            1,135,117           

信用卡業務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333,323            354,121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的服務費 484,764            417,816              

1,511,330         1,907,054           

收費及佣金支出 (45,335)             (79,923)               

1,465,995         1,82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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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半年至2021年

6月30日 6月30日

4 買賣收益淨額

外匯收益淨額 337,801              313,116              

以公允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淨損失 (47,845)               (45,324)               

289,956              267,792              

5 其他營運開支

銷售開支 519,267              485,664              

同系附屬公司開支 1,071,077           850,340              

其他 157,980              159,251              

1,748,324           1,495,255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準備 80,316                179,910              

海外稅項 -                      1,830                  

遞延稅項 (3,309)                 4,494                  

77,007                186,234              

於2022年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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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84,790         14,729,236         

減：減值準備

- 第1 階段 (1,218)                 (2,322)                 

- 第2 階段 -                      -                      

- 第3 階段 -                      -                      

21,783,572         14,72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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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 (香港 ) 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於2022年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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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55,141     118,050,853   

減：減值準備

- 第1 階段 (153,995)           (148,415)         

- 第2 階段 (113,754)           (114,984)         

- 第3 階段 (26,163)             (27,092)           

116,961,229     117,760,362   

同業貸款及墊款總額 43,935,255       45,430,651     

減：減值準備

- 第1 階段 (2,457)               (7,160)             

- 第2 階段 -                    -                  

- 第3 階段 -                    -                  

43,932,798       45,423,491     

160,894,027     163,18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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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32,443       61,168,626       10,884,736       1,604,727         156,490,532   

  其中：美國 82,272,277       53,656,876       8,982,869         316,549            145,22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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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13,325       60,796,729       12,642,956       1,348,257         144,101,267   

  其中：美國 68,923,509       51,804,199       10,040,633       226,800            130,99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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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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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677         -                    1,581,677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482                   -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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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1                -                    9,571                

總額 1,591,730         -                    1,591,730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323,581,548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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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289         751,202            2,514,491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

乃於內地使用 495                   -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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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9              -                    10,419              

總額 1,774,203         751,202            2,525,405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312,588,617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0.57%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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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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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353         100% 2,394,784         100%

批發及零售業 912                   50% 3,325                72%

製造業 -                    0% 2,143                100%

其他 278                   50% 4,000                86%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78,819,946       100% 76,496,019       100%

信用卡墊款 11,344,386       -                    12,619,584       -

其他 25,122,724       80% 26,869,155       80%

117,569,599     118,389,010     

對外幣保證金產品賬戶作出

的淨額調整 (317,617)           (341,996)           

在香港使用的客戶貸款

及墊款 117,251,982     118,047,014     

在香港以外地區使用的客戶

貸款及墊款 3,159                -                    3,839                -

總額 117,255,141     118,050,853     

上述分析是根據金管局所採用的類別及定義分類。

於2022年6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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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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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8              4,086                

信用卡墊款 24,666              24,789              

其他 2,724                2,754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14,728              4,086                

信用卡墊款 24,666              24,789              

其他 30,708              26,720              

綜合減值準備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2,064                1,921                

信用卡墊款 208,480            209,498            

其他 56,021              50,642              

特定減值準備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                    -                    

信用卡墊款 24,705              24,670              

其他 1,458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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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8              0.04% 31,629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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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年以上 -                    0.00% -                    0.00%

42,118              0.04% 31,629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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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59              14,794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有擔保部分 14,728              4,086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無擔保部分 27,390              27,543              

42,118              31,629              

特定減值準備 19,346              1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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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84              0.02% 23,966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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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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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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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8              0.04% 31,629              0.03%

經重組客戶貸款及墊款 27,984              0.02% 23,966              0.02%

已減值客戶貸款及墊款 70,102              0.06% 55,595              0.05%

14 收回資產

於2022年 於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收回資產 2,7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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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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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及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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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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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 930,018           428,173                  14,786             1,372,977        

增置 302,620           2,279                      20,152             325,051           

轉移 -                   12,255                    (12,255)            -                   

註銷 -                   -                          (3,481)              (3,481)              

於2022年6月30日 1,232,638        442,707                  19,202             1,694,547        

累計折舊:

於2022年1月1日 596,933           358,132                  -                   955,065           

期內折舊 97,075             21,579                    -                   118,654           

註銷 -                   -                          -                   -                   

於2022年6月30日 694,008           379,711                  -                   1,073,719        

賬面淨值:

於2022年6月30日 538,630           62,996                    19,202             620,828           

於2021年12月31日 333,085           70,041                    14,786             417,912           

16 客戶存款

於2022年 於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活期存款及往來賬戶 72,143,782      75,246,423      

儲蓄存款 132,235,990    144,497,688    

定期存款及通知存款 28,272,564      15,983,016      

232,652,336    235,727,127    

17 儲備

於2022年 於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公平價值儲備 (196,594)          (20,888)            

保留溢利 18,432,725      17,973,259      

股本儲備 (11,087)            (11,052)            

18,225,044      17,9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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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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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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988千元(2021

年12月31日：529,833千元)。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21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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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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於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貨幣衍生工具

遠期和期貨 14,865,291   24,362,668   

買入期權 1,313,338     786,774        

賣出期權 1,313,338     786,774        

17,491,967   25,93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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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8        455,000   58,347          159,242        36,853          16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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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2年6月30日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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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於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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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7                     

其他承擔

- 原訂到期期限不超逾一年 2,788,303         2,046,776         

- 原訂到期期限超逾一年 532,098            572,719            

- 可無條件撤銷 83,646,107       82,048,560       

86,966,508       84,668,102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 453,139            35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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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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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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30日 美元 人民幣

現貨資產 136,522,091     1,081,253         

現貨負債 (122,419,088)    (2,610,445)        

遠期買入 426,696            2,262,982         

遠期賣出 (14,432,145)      (173,534)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97,554              560,256            

於2021年

12月31日 美元 人民幣

現貨資產 133,271,717     1,003,676         

現貨負債 (109,822,957)    (2,711,973)        

遠期買入 132,313            2,281,165         

遠期賣出 (23,540,917)      (7,716)               

非結構性長／

(短)盤淨額 40,156              56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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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