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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董事會公布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本公司」)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業績 
(連同未經審核補充資料) 。

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2020年全年業績

• 營運收入上升5%至港幣46.99億元 (2019年為港幣44.73億元)

• 除稅前溢利上升8%至港幣26.13億元 (2019年為港幣24.25億元)

• 除稅後溢利上升6%至港幣21.61億元 (2019年為港幣20.3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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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全面損益賬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2020 2019

2 53,924 112,952

3 (9)                       (8)                     

53,915 112,944

4 4,643,631 4,358,690

5 1,530 1,468

4,699,076 4,473,102

- 員工成本 (1,422,201) (1,302,046)

- 樓宇及設備開支 (139,764) (143,757)

- 折舊開支 (20) (76)

- 其他營運開支 (524,176) (602,008)

(2,086,161) (2,047,887)

2,612,915 2,425,215

6 (452,290) (393,487)

2,160,625 2,031,728

78                       290                   

2,160,703 2,032,018全年溢利和全面損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利益計劃淨值

除稅後溢利

稅項

除稅前溢利

營運開支

營運收入

買賣收益淨額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利息收入淨額

利息支出

利息收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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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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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049,727 8,006,755
8 324 2,333

22,345 18,823
16,147 50,858

8,088,543 8,078,769

177,655           69,161             
9,524               12,078             

140,930           474,044           
699,201           621,482           

1,027,310 1,176,765

187,556 187,556
9 6,873,677 6,714,448

7,061,233 6,902,004

8,088,543 8,078,769

股本

儲備

同業存款及結餘

界定利益負債

其他負債

資本

當期稅項

負債

資產

於同業的結餘

固定資產

遞延稅項資產

其他資產

2019附註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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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現金流量表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2,612,915        2,425,215        

- 利息收入淨額 (53,915)           (112,944)         

- 折舊 20                    76                    

- 減值損失 1,097               (22)                  

- 淨界定利益負債的重估 78                    290                  

-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 (60,503)           46,583             

2,499,692        2,359,198        

29,496             (6,291)             

80,489             (14,003)           
(2,554)             345                  

77,935             (13,658)           

2,607,123        2,339,249        

- 已付香港利得稅 (785,526)         (81,253)           

- 已付海外稅項 (1,263)             (2,493)             

1,820,334        2,255,503        

已付稅項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營業負債增加/(減少):

其他負債

界定利益負債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調整項目：

營業資產減少/(增加):

2019

其他資產

附註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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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現金流量表 (續)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92)                  (2,187)             
61,220             110,573           

61,128             108,386           

(1,945,878)      (2,036,840)      
(9)                    (8)                    

(1,945,887)      (2,036,848)      

(64,425)           327,041           

10 7,937,611        7,610,570        

10 7,873,186        7,937,611        於12月3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於1月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已付利息

購入固定資產付款

已收利息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融資活動

已支付股息

投資活動

附註 20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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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1 主要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b)

- 以股份為基礎的獎勵計劃 (參閱附註1(g)(iii)) 。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時作出會對會計政策的應用，以及對資產、
負債、收入和支出的列報金額造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和假設。這些估計和相關假設是根據以往經驗
和管理層因應當時情況認為合理的各項其他因素而作出的，其結果構成為了管理層在無法從其他途
徑下得知資產與負債的賬面價值時所作出判斷的基礎。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金額。

管理層會持續審閲各項估計和相關假設。如果會計估計的修訂只是影響某一期間，其影響便會在該
期間内確認；如果該項修訂對當前和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在作出修訂的期間和未來期間確認。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附註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含所有適用的
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和香港《公司條例》的
規定編製。以下是本公司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新訂和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這些準則在本公司當前的會計
期間開始生效或可供提前採用。

除以下資產與負債是按公允值計量(見下文所載的會計政策)外，編製本財務報表時是以歷史成本作
為計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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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c) 金融工具

(i) 初始確認

(ii)

-

-

-

-

-

-

-

組合的既定政策和目標以及該等政策的實際操作。尤其是，管理層的策略專注於賺取合約利息
收入、維持特定的利率曲線、將金融資產的期限與為該等資產提供資金的負債或通過出售資產
變現現金流的期限相配；

如何評估組合的表現並向本公司的管理層報告；

影響商業模式（及該商業模式下持有的金融資產）表現的風險以及如何管理該等風險；

業務管理人員如何得到補償(例如，補償是否根據所管理資產的公平價值或所收取的合約現金流
釐定)；及

過往期間的出售頻率、銷量和出售時點，出售原因以及其對未來出售活動的預期。然而，銷售
活動的資料並非孤立考慮，而是作為關於本公司如何實現既定的金融資產管理目標及如何實現
現金流的整體評估的一部分。

該金融資產的合約條款於指定日期產生符合本金及按本金結餘的利息支付特徵的現金流。

商業模式評估

本公司評估在組合層面持有資產的商業模式之目標，因為這最能反映業務管理的方法及向管理層提供資
料的方式。所考慮的資料包括：

當本公司成為金融工具合約其中一方時初始確認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  
所有其他金融資產 (包括以正常方式購買或出售的金融資產) 在發起之日確認。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初始按公允價值加上直接歸屬於其收購或發行的交易成本計量。

分類

一項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計量，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及未有指定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

該資產是在一個以持有該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為目的之商業模式中持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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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c) 金融工具 (續)

(iii) 終止確認

(iv) 抵銷

如金融資產從按攤銷成本重新分類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計量或通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反映公平價值，則
其公平價值會在重分類日計量。金融資產的先前攤銷成本與公平價值之間的差額產生的任何收益或損失會在
收益表內確認（如重分類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計量）或在其他全面收益內中確認（如果重新分類為通
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反映公平價值）。

金融負債
本公司將其金融負債分類為按攤銷成本類別。

當從金融資產獲得現金流的法定權利屆滿或已將重大風險及回報擁有權同時轉移後，本公司終止確認金融資
產。

只有具法定權利抵銷確認金額及計劃以淨額結算，或同時變賣資產以清償負債，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互相抵
銷，並在財務狀況表內以淨額列示。

除於本公司改變管理金融資產的商業模式後期間外，金融資產在初始確認後不會作出重新分類。當（並且僅
當）本公司更改其管理金融資產的商業模式時，所有受影響的金融資產會根據新商業模式重新分類。重新分
類應由「重分類日」前瞻性地應用。「重分類日」定義為「因商業模式變化而重新分類金融資產後的第一個
報告期首天」。因此，任何之前確認的收益、虧損或利息不會重報。

評估合約現金流是否純粹為支付本金及利息

就此項評估而言，「本金」的定義是金融資產在初始確認時的公平價值。「利息」的定義是貨幣的時間價值
以及與特定時段內未償還本金有關的信用風險以及其他基本貸款風險和成本（例如流動性風險和管理費用）
及利潤率的代價。

在評估合約現金流是否純粹為支付本金及利息時，本公司考慮工具的合約條款。這包括評估金融資產是否包
含可能改變合約現金流的時點或金額，致使其不符合該項條件。在評估時，本公司考慮：

• 將會改變現金流金額及時點的或有事件；
• 槓桿特徵；
• 提前還款和延期條款；
• 限制本公司要求取得指定資產的現金流的條款；及
• 修正金錢時間值代價的特徵（例如定期調整利率）。

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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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c) 金融工具 (續)

(v) 信貸損失和資產減值

計量預期信貸損失

- 於報告日期並非信貸減值的金融資產：作為所有現金短缺的現值（即根據合約應付實體的現金流量
與本公司預期收到的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和

- 於報告日期為信貸減值的金融資產：作為賬面總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間的差額。

信貸不良金融資產

- 借款人或發行人出現重大財政困難；

- 違反合約，如拖欠或逾期90日或以上；或

- 借款人很可能會破產或進行其他財務重組

本公司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確認預期信用損失（ECL）的損失準備。

本公司以等於終身ECL的金額計量損失準備金，但以下情況除外，以12個月ECL計量：

– 在報告日確定具有低信用風險的金融資產; 和

–其他金融資產，自初始確認以來，信用風險（即在資產預期壽命內發生違約的風險）並未顯著增加

公司假設金融資產的信用風險超過30天後顯著增加。

12個月的ECL是ECL的一部分，這些ECL是在報告日期後的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事件（如果工具的預期
壽命少於12個月，則為較短的時間段）。

終身ECL是由金融工具預期壽命內的所有可能違約事件產生的ECL。

估計預期信用損失時考慮的最長期限是本公司面臨信用風險的最長合同期。

預期信貸損失是一個信貸損失的概率在加權後的估算值，以如下方法計量：

於各報告日，本公司評估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資產是否為信貸不良。當發生一宗或多宗對金融資產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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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c) 金融工具 (續)

(d) 固定資產

(e) 非金融資產減值

如果固定資產項目的組成部分有不同的可用期限，有關項目的成本或估值會按照合理的基礎分配至各個
部分，而且每個部分會分開計提折舊。本公司會每年審閲資產的可用期限和殘值(如有) 。

在每個財務狀況表日期對內部和外部信息來源進行審查，以確定以下資產可能發生減值或以前確認的減
值損失不再存在或可能已減少的跡象：

-  固定資產; 和

-  其他非金融資產。

如任何該等徵兆存在，須估計該資產的可收回金額。

- 可收回金額之計算

可收回金額是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及使用值二者中之較高者。在評估使用值時，會採用一項當時市場評
估的時間值及相對於該資產的風險的稅前折扣率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折實為現在價值。當某資產未能大
部分地獨立於其他資產產生現金流量，其可收回金額取決於可獨立地產生現金流量的最小資產組合（即
單一現金生產單位）。

當本公司沒有合理預期收回其全部或部分金融資產時，撇銷金融資產的賬面總額。

在財務狀況表中列示預期信貸損失的準備

損失準備按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從資產的賬面值總額中扣除。

撇銷

固定資產是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和減值損失(參閱附註1(e))後記入財務狀況表。家具及設備項目的折舊
是 以直線法在預計可用期限3至10年内沖銷其成本 (已扣除估計殘值(如有)) 計算。

報廢或處置固定資產項目所產生的損益為處置所得款項淨額與項目賬面金額之間的差額，並於報廢或處
置日在損益賬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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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e) 非金融資產減值 (續)

(f) 現金等價物

(g) 僱員福利

(i) 短期僱員福利和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ii) 界定利益退休計劃

現金等價物包括存放於同業的活期存款以及短期和高流動性的投資。這些投資在沒有涉及
重大價值變動的風險下可以隨時轉算為已知數額的現金，並在購入後三個月内到期。

薪金、年度獎金、有薪年假、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和非貨幣福利成本在僱員提供相關
服務的年度内累計。如果延遲付款或結算會造成重大的影響，則這些金額會以現值入賬。

本公司就界定利益退休計劃承擔的責任淨額是按估計僱員在當期和以往期間提供服務所賺
取未來福利的金額作估算，然後將其折現以確定現值，並扣除任何計劃資產的公允值。計
算工作由合資格精算師運用預期累積福利單位法進行。確認的資產僅限於將來計劃之退款
或削減該計劃的未來供款減少所提供經濟利益的現值。

- 減值損失之確認

當資產的賬面值或其所屬的現金生產單位超過可收回金額時，須於收益表內確認減值損失
。有關確認現金生產單位減值損失時，首先減低分配予現金生產單位（或其單位群組）之
賬面值，其後再按比例減低在該單位（或其單位群組）其他資產的賬面值，但該資產的賬
面值不可低過其個別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如可計量的話）或使用值（如可確定的話）。

-  減值損失之轉回

如在用來釐定可收回金額的估計發生有利的變化，則減值損失會被轉回。

減值損失轉回只局限至該資產的賬面值，猶如該等減值損失從未在往年被確認。減值損失
轉回在該被確認的年度計入收益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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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g) 僱員福利 (續)

(ii) 界定利益退休計劃 (續)

(iii)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iv) 辭退福利

(h)

在淨界定利益負債/（資產）中其服務成本及淨利息費用/（收入）營業費用中在損益表確認為費用
。當前服務成本跟隨當期員工服務產生的界定利益責任的現值增加。當計劃的福利改變，或計劃縮
減，因相關過去的員工服務而產生其利益之改變，或者縮減的收益或虧損的部分，會在當計劃修訂
或縮減發生，或相關重組成本，或終止福利確認為一項開支。期內淨利息費用/（收入）採用衡量
界定福利責任於報告期末淨界定福利負債（資產）其初值的折現率所定。折現率是用到期日接近本
公司所承擔責任的條款的優質公司債券於申報期的收益率。

界定的福利退休計劃受重估產生之收益會在其他全面收益內反映，並立即反映於儲備。重估包括精
算的收益及虧損，回報在計劃資產中（不包括金額含淨利息於界定利益負債/（資產）），資產上
限改變（不包括金額含淨利息於界定利益負債/（資產））。資產上限是從計劃退款或減少將來計
劃供款的形式來提供任何經濟利益的現值。

本年度所得稅包括當期稅項和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的變動。當期稅項和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的變動
均在損益賬中確認，但直接在權益中確認的相關項目，則在權益中確認。

當期稅項是按本年度應稅所得，根據已執行或在結算日實質上已執行的稅率計算的預期應付稅項，
加上以往年度應付稅項的任何調整。

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分別由可抵扣和應稅暫時性差異產生。暫時性差異是指資產與負債在財務報表
上的賬面金額跟這些資產與負債的計稅基礎的差異。遞延稅項資產也可以由未被使用的可抵扣稅項
虧損和稅款減免所產生。

本公司參與了花旗集團多個以股份為基礎的獎勵計劃。花旗集團根據這些計劃向本公司的僱員發送
股份。按照一份個別的從屬公司僱員股份獎勵協議，本公司會就根據這些計劃發送給本公司僱員的
以股份為基礎的獎勵，向花旗集團作出償還。本公司將此計劃列為股份結算計劃,並將向花旗集團
之有關支付另行入賬。有關股份獎勵以發放當日之公允值於待行時期確認為僱員福利支出，並同時
將相應由花旗集團的供款入賬為資本賬中的股本儲備。本公司因這協議而對花旗集團之負債則每年
重估，直至股份交付日。期間重估價值之變動則計入資本賬内。

辭退福利只會在公司不能撤回該辭退計劃，或當它確認包括支付辭退的重組成本時(以較早為準)確
認。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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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h) 所得稅 (續 )

-

-

-

-

當期稅項資產與負債：本公司計劃按淨額為基礎結算，或同時變現該資產和清算該負債；或

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這些資產與負債必須與同一稅務機關向以下其中一項徵收的所得稅有關
；

同一應稅實體；或

不同的應稅實體。這些實體計劃在日後每個預期有大額遞延稅項負債需要清算或大額遞延稅項
資產可以收回的期間内，按淨額為基礎實現當期稅項資產和清算當期稅項負債，或同時變現該
資產和清算該負債。

除了某些有限的例外情況外，所有遞延稅項負債和遞延稅項資產(僅限於有可能得以利用來抵扣未來可
能取得的應稅利潤的部分)均予以確認。支持確認由可抵扣暫時性差異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的未來應
稅利潤包括因轉回目前存在的應稅暫時性差異而產生的金額。但這些轉回的差異必須與同一稅務機關
和同一應稅實體有關，並預期在可抵扣暫時性差異預計轉回的期間内轉回或遞延稅項資產所引起的可
抵扣虧損可向後期或向前期結轉的那個期間内轉回。在確定目前存在的應稅暫時性差異是否足以支持
確認由未被使用的可抵扣稅項虧損和稅款減免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時應採用同一準則，即該暫時性
差異是與同一稅務機關和同一應稅實體有關，並預期在能夠使用可抵扣稅項虧損和稅款減免的期間内
轉回。

已確認遞延稅額是按照資產與負債賬面金額的預期實現或結算方式，根據已執行或在結算日實質上已
執行的稅率計量。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均不折現計算。

本公司會在每個結算日審閲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金額。如果本公司預期不再可能取得足夠的應稅利潤
以抵扣相關的稅務利益，該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金額便會減少；但是如果日後有可能取得足夠的應稅
利潤，有關減少金額便會轉回。

當期和遞延稅項結餘及其變動額會分開列示，並且不予抵銷。當期和遞延稅項資產只會在本公司有法
定行使權以當期稅項資產抵銷當期稅項負債，並且符合以下附帶條件的情況下，才可以分別抵銷當期
和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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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i) 準備及或然負債

(j) 收入確認

(i)

因本公司開展或購入金融資產而產生之開立或承擔服務費收入／支出須遞延及確認為有效利率之
調整。如不確定會否借出貸款，該相關承擔服務費按承擔期限以直線法列作收入。

當負債的限期或金額不確定，但有可能因過去事項構成法律或推定義務而須付出經濟利益以償責
任，並能對此作可靠估計，此負債便確認為準備。當金額的時間值屬重大的，準備金額須按估計
清償負債支出的現值列賬。

倘可能不需要付出經濟利益，或不能對金額作可靠估計，除非付出的機會是極微，則此項責任會
視作或然負債披露。如潛在義務的存在須視乎會否發生一項或多項未來事件才獲確定，除非付出
經濟利益的機會是極微，此潛在義務亦視作或然負債披露。

本公司按業務的正常過程中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而產生的收入分類為收入。

當產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移給客戶時，即確認收入，或承租人有權以本公司預期有權獲得的承諾
代價金額使用該資產，但不包括代表其收取的金額第三方收入不包括增值稅或其他銷售稅，並扣
除任何貿易折扣。

本公司收入和其他收入確認政策的進一步詳情如下：

服務費及佣金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來自本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務，包括商戶及投資銀行服務及銀行支援服務。費用
和佣金收入在提供相應服務時確認，除非收取費用以支付客戶的持續服務或風險承擔的費用，或
者是性質利益。在這些情況下，費用在產生成本或風險的會計期間確認為收入，併計入利息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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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j) 收入確認 (續)

(ii) 利息收入

(k) 外幣換算

年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外幣匯率換算為港幣。以外幣為單位的貨幣資產與負債則按結算日的外幣匯率換算為
港幣。匯兌損益在損益賬中確認。

以歷史成本計量的外幣非貨幣性資產與負債按交易日的外幣匯率換算為港幣。以外幣為單位並以公允值入賬的非
貨幣性資產與負債按確定公允值當日的外幣匯率換算。

與貨幣項目有關的所有匯兌差額在損益賬中列為外幣買賣收益減虧損。

所有帶息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均按有效利率方法於收益表內以應計基準確認。

有效利率是可準確將金融工具在預計年期內產生之未來現金支出或收入折算為該金融資產的賬面值。

在計算金融工具的有效利率時，本公司計及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但不計及預期信貸損失，以估計未來現金
流。

有效利率的計算包括構成有效利率組成部分的交易成本及費用以及基點支出或收入。交易成本包括金融資產的收
購或發行直接應佔的增加成本。

16



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 主要會計政策 (續)

(l) 關聯方

(i) 

(ii)

(iii)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1) 該人士或其近親家庭成員與本公司有關連，如該人士：

(2) 該實體為與本公司有關連，倘符合下列任何條件：

個人的近親家庭成員指可影響，或受該個人影響，他們與該實體交易的家庭成員。

該實體屬提供福利予本公司或與本公司關連的實體的僱員離職後福利計劃。

其一實體屬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或另一實體的公司成員的聯營
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

該實體及本公司均為同一第三者的共同控制實體。

其一實體為第三者實體的共同控制實體，而另一實體為該第三者實體的聯營公司
。

該實體由(1)所指人士控制或共同控制。

於(1)(i)所指人士可對該實體發揮重大影響力或是該實體（或該實體之母公司）
之主要行政人員的成員。

該實體或是其集團中一部分之任何成員，而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予本集團或本
集團之母公司。

該實體及本公司為同一集團之成員（即母公司，子公司及同一公司的子公司是彼
此關連）。

能控制或共同控制本公司；

能發揮重大影響力影響本公司；或

屬本公司或本公司之母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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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2 利息收入
2020 2019

53,924            112,952          

3 利息支出

2020 2019

同業存款的利息支出 9                     8                     

4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2020 2019

118,822          119,688          
4,524,809       4,239,002       

4,643,631       4,358,690       

銀行支援服務費

代理及服務費

於同業的存款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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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5 買賣收益淨額

2020 2019

1,530              1,468              

6 稅項

2020 2019

452,412          394,183          
1,263              2,493              

(1,385)             (3,189)             

452,290          393,487          

7 於同業的結餘

2020 2019

2,550,841       1,506,772       

於1個月內到期於同業的存款 5,500,000       6,500,000       
(1,114)             (17)                  

8,049,727       8,006,755       

海外稅項準備

遞延稅項

2020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年度的估計應評水溢利以16.5%(2019年：16.5%)的稅率計算。

於同業的結餘

減: 減值準備

外匯買賣收益/(損失)淨額

香港利得稅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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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8 固定資產

2020 2019

家具及設備 家具及設備

成本：

於1月1日 6,927              4,800              

增置 92                   2,187              

轉移 (2,081)             -                  

註銷 (2,204)             (60)                  

於12月31日 2,734              6,927              

累計折舊：

於1月1日 4,594              4,578              

全年折舊 20                   76                   

註銷 (2,204)             (60)                  

於12月31日 2,410              4,594              

賬面淨值 324                 2,333              

9 儲備

保留溢利 股本儲備 總額

於2019年1月1日         6,645,856 28,110            6,673,966       

本年度溢利         2,031,728 -                  2,031,728       

已宣及已派股息       (2,036,840) -                  (2,036,840)      

其他全面損益                   290 -                  290                 

股份獎勵計劃 (扣除稅項)                      -   45,304            45,304            

於2019年12月31日         6,641,034              73,414 6,714,448       

於2020年1月1日         6,641,034 73,414            6,714,448       

本年度溢利         2,160,625                      -   2,160,625       

已宣及已派股息       (1,945,878)                      -   (1,945,878)      

其他全面損益                     78                      -   78                   

股份獎勵計劃 (扣除稅項)                      -   (55,596)           (55,596)           

於2020年12月31日         6,855,859              17,818         6,87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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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9 儲備 (續)

儲備的性質和用途

股本儲備

10 現金流量表所示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020 2019

於同業的結餘 2,550,841 1,506,772

原於3個月內到期的於同業存款 5,500,000 6,500,000
8,050,841 8,006,772

減：透支 (177,655)         (69,161)           

現金流量表所示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7,873,186 7,937,611

1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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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照附註1(g)(iii)所載列的
會計政策處理。

本說明介紹了有關本公司所面對的上述各項風險，本公司的目標，衡量和管理風險的政策和程序，以及資
本的公司管理信息。

金融風險管理

本節呈列有關本公司的風險承擔及對風險的管理和控制，尤其是與使用金融工具有關的主要風險︰

信貸風險︰因客戶或交易對手違約及各種形式的信貸風險承擔而引致的損失，包括結算風險。

市場風險：因市場價格變動而引致金融工具的公允值或未來現金流量出現波動的風險。市場風險包
括貨幣風險、利率風險及其他價格風險。

流動資金及融資風險︰本公司無法在到期時履行付款責任，或無法持續按無抵押(或甚至有抵押)基
準，以可接受的價格在市場上借取資金來為實際或建議承諾提供資金的風險。

業務操作風險︰因不遵守系統及程序等事項或因引致財務或聲譽損失的詐騙行為而產生的風險。

本公司制定了政策和程序來識別及分析這些風險，設定適當的風險限額及控制措施，並透過可靠及最新的
管理及資訊系統以持續監察這些風險及限額。本公司不斷修改及提升其風險管理政策和系統，以反映市場
、產品及最佳風險管理程序的變動。內部審核部門也會定期進行審核，以確保遵循相關政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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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1 金融風險管理 (續)

(a) 信貸風險管理

(b) 市場風險管理

(i) 貨幣風險

2020 2019

美元

現貨資產 47,133               136,479            

現貨負債 (457,275)           (301,695)           

短盤淨額 (410,142)           (165,216)           

於上述呈報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結構性外幣持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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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主要與信貸評級良好的集團實體或機構進行交易。因此，管理層相信本公司業務所承擔的信貸風險
不大。

市場風險產生於所有對市場風險敏感的金融工具，包括證券、外匯合約、利率衍生工具等。市場風險管理
的目標是避免盈利和資本蒙受過度損失，並減低本公司受金融工具内在波動的風險。

財資部根據地區市場風險管理部門所核准並由獨立營運單位進行監察和匯報的限額來管理利率風險。財資
部也會審閱及制定流動資金方案和許可的產品清單，以確保達到各個風險管理目標。

本公司制定了不同的持倉及敏感限度結構。此外，本公司也採用定量技術和模擬模型，以確定及評估這些
利率持倉在不同利率情況下可能產生的淨利息收入和市值影響。利率風險管理的主要目標是限制利率變動
對淨利息收入所構成的潛在負面影響。國家市場風險部每日按照所定的限額監察利率風險。市場風險管理
部門内合適級別的人員則負責審批所有例外情況。

本公司的外幣持倉源自外匯買賣。所有外幣持倉均由財資部管理，並維持在經地區市場風險管理核准的限
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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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相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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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融風險管理 (續)

(b) 市場風險管理 (續)

(ii) 利率風險

(c)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的目的是確保本公司有充足的現金流量應付所有財務承擔和抓緊機遇拓展業務
。這包括本公司有能力在即時或合約期滿時滿足客戶的提款要求，在借款到期時還款，符合法定
流動資金比率，並把握貸款及投資的機會。

財資團隊在國家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的督導下及根據季度流動性審查程序(橫向審查)，每日管理
本公司的流動資金狀況。季度流動性審查程序由國家風險經理及國家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共同審
閱和核准。財資團隊負責確保本公司為所有業務維持充足的流動資金，並監察本地和國際市場以
確保流動資金充足。

本公司通過持有充足而質量合適的流動資產(如現金和短期資金及證券)管理流動資金風險，以確
保能在經審慎釐定的限額内符合短期融資要求。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IRRBB”）指本公司的財政狀況因銀行帳持倉受到不利的利率走勢影響本
公司的資本及盈利而承受的風險。本公司對股權經濟價值（“EVE”）和淨利息收入（“NII”）
的風險的主要衡量指標是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政策手冊IR-
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所述的標準框架定義，並按照《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申報表》（MA(BS)
12A）中的定義申報。

管理IRRBB限度是按照財政紀律所制定,再由獨立的財務風險管理委員會，資產負債委員會（“ALC
O”）和董事會所審查及監察。本公司針對已識別的風險因素建立了IRRBB限度框架，該框架明確
定義已批准的風險剖析，並在財政風險取向框架之內。為了有效管理IRRBB，本公司可能進行對沖
措施或重組現有持倉以減少IRRBB。本公司會定期評估這些措施和其他策略的可行性，其中包括進
一步加強其資本狀況，並在認為審慎的情況下實施這些措施，以確保本公司在既定的限度框架內
正常運作。

本公司會每季按照監管報告《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申報表》的定義申報IRRBB並進行監控。此申報
表中的IRRBB指標，包括任何對沖策略或減少IRRBB的行動均呈報予ALCO和董事會。根據總公司制
定環球企業特定標準，本公司會基於內部方法及假設對IRRBB進行每天和每月的監控。儘管本公司
內部風險報告採用內部定義的標準利率震盪和情境假設，但本公司的內部監控與監管報告之間的
利率風險敏感因素相關的利率模型和其他假設維持一致。根據既定的模型風險管理政策及在適用
情況下, 本公司至少每年對這些模型和假設進行審查和驗證。

於計算在市場受壓的情況下本身承受虧損的能力,本公司採用包括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所定義的六
種標準利率震盪及內部所選擇的情境進行壓力測試。這些情境根據過去觀察所得及前瞻性的假設
以得出可能出現的資產負債和風險變化。在審查政策、設定限度以及評估資本充足率時，本公司
會考慮這些變化的潛在影響。

於計算淨利息收入變動時，本公司假設業務及財務部門並不會因非預期的利率變化而對資產負債
和現有持倉作出額外改變。不論於任何利率情景,在12個月的預測期間內，將維持靜態資產負債表
，內部規模及產品組合都將保持不變，並假設於預測期間內到期的持倉資產或負債將被替換為相
同原訂基準和重訂息率條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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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融風險管理 (續)

(c) 流動資金風險（續）

無註明

日期

資產

於同業的結餘       8,049,727        2,550,841       5,498,886 -               

固定資產                 324 -                 -                324              

遞延稅項資產            22,345 -                 -                22,345         

其他資產            16,147 -                            14,190 1,957           

      8,088,543        2,550,841       5,513,076 24,626         

負債

同業的存款及結餘          177,655           177,655 -                -               

界定利益負債              9,524 -                 -                9,524           

當期稅項          140,930 -                 100,512        40,418         

其他負債          699,201 -                 -                699,201       

      1,027,310           177,655          100,512         749,143 

淨資產差距       7,061,233        2,373,186       5,412,564       (724,517)

無註明

日期

資產

於同業的結餘       8,006,755        1,506,772       6,499,983 -               

固定資產              2,333 -                 -                2,333           

遞延稅項資產            18,823 -                 -                18,823         

其他資產            50,858 -                              7,373 43,485         

      8,078,769        1,506,772       6,507,356 64,641         

負債

同業的存款及結餘            69,161 69,161           -                -               

界定利益負債            12,078 -                 -                12,078         

當期稅項          474,044 -                 474,044        -               

其他負債          621,482 -                                   -   621,482       

      1,176,765             69,161          474,044 633,560       

淨資產差距       6,902,004        1,437,611       6,033,312       (568,919)

由於存款可能會在未被提取前已到期，故合約到期日並不反映未來現金流量的預計日期。

 1個月內 
2019

 總額 

 
接獲通知時

償還 

接獲通知時
償還 1個月內

資產及負債的剩餘期限分析

以下的剩餘期限分析是以結算日至合約到期日的剩餘期間為準。

2020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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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融風險管理 (續)

(d) 業務操作風險管理

良好的操作風險管理原則

強大的所有權和監督

-
-
-
- 及時上報重大事件，並不斷總結經驗教訓

-
- 管理層實施有效監控措施以減輕重大風險

-
-

動態框架和工具

- 通過關鍵指標明確表達和監控風險偏好

- 直觀且一直沿用的分類法和評分方法

- 經理控制評估提供了動態殘留風險狀況及主動確定優先次序的工具

- 由管理層評估的端對端流程

- 確定重大風險並與資本/壓力預測保持一致

- 及時報告並清楚說明業務操作風險狀況

- 集成了所有框架元素的技術平台

(e) 資本管理

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所有外部施加的資本規定，而且資本狀況也遠高於金管局所定的最低資本要求
。有關本公司資本狀況的進一步資料載列於未經審核補充資料第 (a) 部分。

業務操作風險是來自內部流程、人手及系統不足或錯誤或外部事件的損失風險。這包括包括法律風險（例如不遵守適用的法律和法規
）。操作風險不包括僅在獲得信貸、市場、流動性或保險風險方面作出的授權判斷的戰略風險或損失。業務操作風險存在於本公司的
經營活動，並通過整體制衡框架來加以管理，當中包括各業務的已確認風險擁有權和獨立的風險管理監控等。本公司透過按照花旗集
團和監管機關的標準制定主要控制和評估措施，以減低其業務操作風險。本公司也採用其穩健的管治結構來評估、監察和管理這些措
施。

業務操作風險存在於本公司的經營活動，並通過整體制衡框架來加以管理，當中包括各業務的已確認風險擁有權和獨立的風險管理監
控等。本公司透過按照花旗集團和監管機關的標準制定主要控制和評估措施，以減低其業務操作風險。本公司也採用其穩健的管治結
構來評估、監察和管理這些措施。

業務操作風險管理團隊建立並監督操作風險管理框架的設計、實施和維護。操作風險管理框架建立了一套標準用於花旗內作一致識別
、計量、監控、報告和管理業務操作風險，旨在有效地預測和減輕業務操作風險並改善損失的經驗。它還為重大的現存和新興業務操
作風險提供了企業範圍的評估框架。在業務操作風險管理團隊的支持下，這種方法進一步提高了企業在業務風險管理方面的所有權和
責任感。

花旗的業務操作風險框架包括一種管治結構，該結構通過三道防線，即業務管理、獨立監察部門（例如財務、風險管理、人力資源、
法律及合規部）和內部審核來支持有關預測、緩解和恢復的核心業務操作風險管理活動。

此外，本公司還有一些部門（即監控和支援部門）負責設計，實施和維護一個有效的監控環境，以支持公司的安全性和穩健性。

本公司管理資本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其持續經營的能力，從而使其能夠透過按風險水平為產品及服務定價以及憑藉以合理成本取得融資
，繼續為股東提供回報，並為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利益。

本公司積極及定期檢討和管理其資本架構，以在維持較高借款水平可能帶來的高股東回報與穩健資本狀況的優點和保證之間取得平衡
，並因應不同的經濟狀況為資本架構作出調整。

按照行業慣常做法，本公司以資本充足比率監管其資本架構，而於年内，除下文所述資本充足比率的計算方法有所變動外，本公司的
資本管理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於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的資本充足比率是根據金管局為監管而要求的基準計算，並已遵照《銀行業條例》的《銀行業 (資本) 
規則》。

高級管理人員負責執行分配資本予特定營運及業務的程序。

確立的防線

業務和職能部門在監管機構和內部審核之前自行識別問題

問題得到及時糾正，不會再次出現

管治委員會積極監督風險識別和監控補救措施

產品和服務按預期交付

可靠的二線業務操作風險管理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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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利息收入 -                  -                  53,924             112,952           -                  -                  

利息支出 -                  -                  (9)                    (8)                    -                  -                  

收費及佣金收入 1                      1                      4,254,966        4,056,948        269,934           182,053           

營運開支 -                  (27)                  (335,079)         (373,393)         (47,210)           (58,690)           

1                      (26)                  3,973,802        3,796,499        222,724           123,363           

(b)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於同業的結餘                      -                        -   8,049,727 8,006,755                      -                        -   

其他資產                      -                        -   915 4,480 1,625 7,228

同業的存款及結餘                      -                        -              177,655              69,161                      -                        -   

其他負債              14,201              95,503 8,354 14,483 1,153 1,999

重大關聯方交易

最終控股公司

最終控股公司

於年內的關聯方交易載列如下：

除本財務報表的其他部分所披露的交易和結餘外，本公司還進行了以下重大關聯方交易。本公司已制定有關連人士借貸政策，當中
對有關連人士、信貸及匯報程序、該等借貸之規定及限制作出了界定。

於年內，本公司在其日常銀行業務過程中與關聯方進行了多項交易。這些交易的定價是按照每次進行交易時的相關市場利率
而定。

中間控股公司

與集團公司的結餘

與集團公司的交易

財務狀況表的項目中包括應收及應付集團公司的結餘：

同系附屬公司

中間控股公司 同系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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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重大關聯方交易（續）

(c) 關鍵管理人員的酬金

以下是關鍵管理人員的酬金，包括已付本公司董事的款項：

2020 2019

短期僱員福利 19,666 24,219

離職後福利 394 311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4,473 5,941
24,533 30,471

(d) 董事貸款

上述披露的數額包括本公司的集團公司給予若干關鍵管理人員的酬金港幣11,391,004元 
(2019年：9,876,286元) 酬金。本公司沒有補償集團公司所提供的服務。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383(1)條和《公司(披露董事利益資料)規例》第3部，本公司於年内並無提供
任何董事貸款 (2019年：無) 。

除上述數額外，本公司亦支付為集團公司提供服務的關鍵管理人員酬金港幣7,532,271元 
(2019年：6,697,765元) 酬金。本公司沒有收到來自集團公司的補償。

27



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a)          資本充足比率

本公司的監管資本狀況如下: 

於2020年 於2019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69.52% 72.24%

一級資本比率 69.52% 72.24%

總資本比率 69.52% 72.24%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 於2020年 於2019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 0.50% 1.57%

防護緩衝資本比率

(b) 槓桿比率
於2020年 於2019年
12月31日 12月31日

 槓桿比率 87.26% 85.40%

監管資本披露可於網站http://www.citibank.com.hk/cil瀏覽，涵蓋本公司各種資本工具之主要
特點，以及有關條款及細則、本公司普通股權一級資本、額外一級資本、二級資本及監管規定扣
減項目之詳細分類，以及本公司會計及監管規定財務狀況表之全面對賬。

未經審核補充資料

槓桿比率之計算乃按金管局根據《資本規則》第3C條頒布的通知內所指定的基準。根據《銀行業(
披露)規則》的有關披露資料，可瀏覽本公司網站http://www.citibank.com.hk/cil。 

資本充足比率乃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資本規則》」）計算。根據《資本規則》，
本公司分別以標準計算法和基本指標法計算信貸風險及業務操作風險的風險加權資產。

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2020年及2019年用以計算緩衝水平的防護緩衝資本比率是2.5％。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的有關披露本期的資料，可瀏覽本行網站 
http://www.citibank.com.hk/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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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部資料

(i) 按區域分類

所有溢利和資產均在香港入賬。

(ii) 按業務類型分類

2020 2019

銀行支援服務費 4,524,809 4,239,002

其他 118,822 119,688

4,643,631 4,358,690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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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60             -                  700            1,590                57,150        

  其中：美國 54,770             -                  30              -                    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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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40           -                  4,700         1,840                136,180      

  其中：美國 129,590           -                  30              -                    129,620      

銀行支援服務包括在日常業務過程中主要提供予中間控股公司的前線和後勤部門支援服務。

 於2020年12月31日
非銀行私營機構 

 於2019年12月31日

非銀行私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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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債權包括財務狀況表內的風險承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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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之國際債權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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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信貸風險管理的額外披露

(i)

2020 2019

風險承擔類別：

官方實體 -                  4                      

銀行 128,866           128,304           

證券公司 6                      266                  

公司團體 900                  1,292               
集體投資計劃 14                    12                    

不屬逾期的其他風險承擔 176                  1,515               

財務狀況表內風險承擔的總資本規定 129,962           131,393           

(ii)

2020 2019

680,064 630,838

信貸風險的資本要求

業務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

於結算日，就使用標準(信貸風險)計算法計算的每一類別風險承擔的資本規定分析如
下：

資本要求是將相關計算方法所得的本公司風險加權金額乘以8%計算出來，並不反映本
公司實際的監管資本。

業務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

於結算日按照基本指標計算法計算的業務操作風險的資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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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信貸風險管理的額外披露 (續)

(iii) 信貸風險

總風險 風險加權

承擔 獲評級 無評級 獲評級 無評級 總額

2020

財務狀況表內：

官方實體                     -                           -                        -                       -                       -                         -   

銀行        8,053,652            8,053,026                   626 1,610,606 217 1,610,823

證券公司                  145                        16                   129 9 64 73

公司團體             11,040                   2,495                8,545 2,710 8,545 11,255

  集體投資計劃                  271                      197                     74                    99 74 173

不屬逾期的其他風險

承擔
              2,204                         -   2,204                     -   2,204 2,204

2019

財務狀況表內：

官方實體                    55                        55                      -   55                     -   55

銀行        8,018,210            8,017,016                1,194 1,603,411 389 1,603,800

證券公司               6,637                   4,644                1,993 2322 997 3,319

公司團體             15,850                   3,135              12,715 3,438 12,715 16,153

  集體投資計劃                  278                      245                     33                  123 33 156

不屬逾期的其他風險

承擔
18,933                 18,847 86             18,847 86 18,933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和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公司發出的信貸評級適用於下列所有類別的信貸風險承擔。本公
司會依循《銀行業(資本)規則》第四部所訂明的程序，將有關評級配對在本公司的銀行賬内入賬的風險承
擔。

於結算日按風險承擔類別分析的本公司信貸風險如下：

本公司並無任何由認可抵押品、認可擔保或認可信貸衍生工具合約涵蓋的風險承擔。

風險加權金額
計算認可減低信貸

風險措施後的風險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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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信貸風險管理的額外披露（續）

 (iv)

(f) 企業管治  

市場風險

本公司根據《銀行業 (資本) 規則》第22(1) 條獲得豁免。

本文件為中文譯本。如中、英文本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本公司是花旗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納入其企業管治基礎架構内。在這個架構中，本公司致力於保持高企業管治水
平，其活動受本集團在香港和全球設立的多個委員會所監管。本公司的控制框架也需要符合花旗集團的控制要求。
本公司的董事主要來自花旗集團及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會在情況需要時舉行會議。本公司於年內完全遵
照金管局所發出的《監管政策手冊》CG-1「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企業管治」的適用指引。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