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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將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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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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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會公布花旗國際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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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至港幣23.62億元 (2020年上半年為港幣24.72億元)

• 除稅前溢利下跌17%至港幣12.05億元 (2020年上半年為港幣14.50億元)

• 除稅後溢利下跌16%至港幣10.08億元 (2020年上半年為港幣12.0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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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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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半年至  

2021年6月30日
半年至  

2020年6月30日

1 2,817                    45,665                  

2 -                       (9)                         

2,817                    45,656                  

3 2,359,418             2,425,913             

4 (666)                     457                       

2,361,569             2,472,026             

(747,269)              (697,507)              

(73,243)                (69,415)                

(48)                       (9)                         

(335,877)              (255,156)              

(1,156,437)           (1,022,087)           

1,205,132             1,449,939             

5 (196,978)              (247,616)              

1,008,154             1,202,323             

重新計量界定利益計劃淨值 (3,405)                  78                         

1,004,749             1,202,401             

其他全面損益

全面損益

利息收入淨額

- 員工成本

除稅前溢利

稅項

除稅後溢利

利息收入

- 折舊開支

- 其他營運開支

營運開支

- 樓宇及設備開支

利息支出

營運收入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買賣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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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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 9,141,786           8,049,727           

7 276                     324                     

16,693                22,345                

24,551                16,147                

9,183,306           8,088,543           

397,346              177,655              

13,994                9,524                  

238,554              140,930              

428,344              699,201              

1,078,238           1,027,310           

187,556              187,556              

8 7,917,512           6,873,677           

8,105,068           7,061,233           

9,183,306           8,088,543           

附註

負債

資產

於同業的結餘

器材及設備

遞延稅項資產

其他資產

同業存款及結餘

其他負債

資本

股本

儲備

當期稅項

界定利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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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補充資料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1 利息收入

 半年至2021年
6月30日 

 半年至2020年
6月30日 

於同業的存款的利息收入 2,817                45,665                

2 利息支出

 半年至2021年
6月30日 

 半年至2020年
6月30日 

同業存款的利息支出 -                    9                         

3 收費及佣金收入淨額

 半年至2021年
6月30日 

 半年至2020年
6月30日 

63,973              56,780                

2,295,445          2,369,133           

2,359,418          2,425,913           

4 買賣收益淨額

 半年至2021年
6月30日 

 半年至2020年
6月30日 

(666)                  457                     

代理及服務費

銀行支援服務費

外匯買賣(虧損)/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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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補充資料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5 稅項

 半年至2021年
6月30日 

 半年至2020年
6月30日 

198,135             249,454            

423                    1,209                

(1,580)                (3,047)               

196,978             247,616            

6 於同業的結餘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於同業的結餘 3,642,900          2,550,841         

於1個月內到期於同業的存款 5,500,000          5,500,000         

減: 減值準備 (1,114)                (1,114)               

9,141,786          8,049,727         

7 器材及設備

家具及設備

2,734                

-                    

2,734                

2,410                

48                      

2,458                

276                   

324                   

香港利得稅準備

海外稅項準備

遞延稅項

於2021年6月30日

於2021年6月30日

成本：

於2021年1月1日

增置

於2020年12月31日 

累計折舊：

於2021年1月1日

於2021年6月30日

賬面淨值：

期內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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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補充資料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8 儲備

於2021年 於2020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保留溢利 7,860,349        6,855,859        

股本儲備 57,163             17,818             

7,917,512        6,873,677        

(a) 股本儲備

(b)

9 國際債權

.

同業 官方部門 

非銀行
金融機構 總額

發達國家 91,140                 -                 230                  91,370             

  其中：美國 91,050                 -                 30                    91,080             

同業 官方部門 

非銀行
金融機構 總額

發達國家 54,860                 -                 700                  55,560             

  其中：美國 54,770                 -                 30                    5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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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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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1年6月30日

非銀行私營機構 

董事會宣布派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6個月的中期股息2,160,625千元(2020年中期股息：1,945,87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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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補充資料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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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                   1,017              

412                  -                   412                 

2,324               -                   2,324              

-                   -                   -                  

-                   -                   -                  

-                   -                   -                  

2,874               -                   2,874              

總額 6,627               -                   6,627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9,183,306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0.07%

資產負債表內
的風險額

資產負債表外
的風險額 總風險額

512                  -                   512                 

632                  -                   632                 

1,685               -                   1,685              

12                    -                   12                   

-                   -                   -                  

-                   -                   -                  

1,513               -                   1,513              

總額 4,354               -                   4,354              

已扣減準備金的資產總額 8,088,543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佔資產總額的百分率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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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控股的機構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2.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控股的機構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6.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乃於內地使用

7. 其他被視作內地非銀行對手方之風險

於2020年12月31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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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央政府參與的其他機構而並未包括在上列分類1

5. 地方政府參與的其他機構而並未包括在上列分類2

7. 其他被視作內地非銀行對手方之風險

4. 中央政府參與的其他機構而並未包括在上列分類1

5. 地方政府參與的其他機構而並未包括在上列分類2

6. 對非內地機構及非内地居民，而涉及的貸款乃於內地使用

1.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控股的機構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2.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控股的機構及其子公司和合資企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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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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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國際有限公司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補充資料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11 貨幣風險

 於2021年  於2020年 

美元  6月30日  12月31日  

現貨資產 20,631             47,133            

現貨負債 (617,628)         (457,275)         

短盤淨額 (596,997)         (410,142)         

12 監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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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在核准限額內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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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上述呈報日期，本公司並無任何結構性外幣持倉。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和金管局發布的披露模板所編制的監管披露可以在網站 

http://www.citibank.com.hk/cil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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