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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産負債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4 年  

  金額 

儲備、折舊和

備用金 淨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資産     

     

現金  7,635   7,635  

AMCM 存款  284,098   284,098  

應收賬項  16,167   16,167  

在本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

的活期存款  

 

2,213  

  

2,213  

在外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

的活期存款  

 

1,386,796  

  

1,386,796  

其他資産  450   450  

客戶貸款和墊款  1,066,446   1,066,446  

AMCM 發行的可供出售證券  88,000   88,000  

在外地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通

知及定期存款  

 

411,913  

  

411,913  

債務人  383   383  

設備  2,622  2,131  491  

不動產  4,973  2,038  2,935  

其他固定資産  69  69   -  

內部及調整賬  149,862   149,862  
  

      

總額  3,421,627  4,238  3,41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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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産負債表 (續)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4 年 

   總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負債    

    

活期存款  1,453,172  

通知存款  163,437  

定期存款   340,442 1,957,051 

  
  

 

外幣借款  914,435  

應付支票及票據  17,362  

債權人  292,700  

其他負債  434  1,224,931 

  
  

 

內部及調整賬  151,976  

其他儲備    9,405 161,381 

  
  

 

歷年營業結果  63,237  

本年營業結果    10,789   74,026 
  

    

  總額     3,417,389 
   

  

備查賬    

    

保證及擔保付款   1,374 

信用狀   140,752 

期貨買入   2,143,074 

期貨賣出   2,14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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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4 年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營業開支 2,952 營業收益 14,509 

薪酬 4,620 銀行服務收益 14,984 

界定供款計劃的供款 396 其他銀行服務收益 1,893 

其他人事費用 171 其他銀行收益 1,143 

第三者作出的供應 185   

第三者提供的勞務 5,726   

其他銀行費用 2,379   

折舊開支 1,065   

營業利潤 15,035   

 
  

 
  

總額 32,529 總額      3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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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4 年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營業損失 - 營業利潤 15,035 

營業利潤的稅項撥款 1,764   

根據金融體系法律制

度增撥的備用金 2,482   

營業結果 (盈餘) 10,789   
 

  
 

  

總額 15,035 總額 1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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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4 年 

  澳門幣’000 

營業活動   

   

稅前利潤  15,035 

   

調整項目：   

折舊  1,325 

其他非現金項目  (4) 

  16,356 
  ----------------- 

營業資産減少 / (增加)：   

客戶貸款和墊款  (407,054) 

原定到期期限超過 3 個月的在銀行和其他 

金融機構拆放  (239)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產  15,036 

其他資產  81,068 
  

  

  (311,189) 
  ----------------- 

營業負債增加 / (減少)：   

   

客戶存款  (672,294)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和結餘  318,106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15,149) 

其他負債  314,039 
  

  

  (55,298) 
  ----------------- 

   

營業活動産生 / (所用) 的現金  (350,131) 

   

已付澳門所得補充稅  (1,253) 
  

  

營業活動産生 / (所用) 的現金淨額  (351,3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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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4 年 

  澳門幣’000 

投資活動   

   

購入固定資產付款  (230)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30) 
  ----------------- 

融資活動   

   

撥入總行的利潤  -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增加 / (減少) 淨額    (351,614) 

 

於 1 月 1 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519,546 

   
  

  

於 12 月 31 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167,932 
  

  

營業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   

   

已收利息  14,392 

已付利息  (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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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除非另有註明，否則均以澳門幣身千元列示) 

 

1 分行現況 

花旗銀行澳門分行 (「本分行」) 以澳門為註冊地，註冊辦事處設於澳門商業大馬

路 251A-301 號友邦廣場 11 樓 1102 至 1103 室。本分行根據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

註冊為持牌銀行，是澳門銀行公會的成員。 

本分行主要從事商業銀行業務和提供相關金融服務。 

2 主要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第 32/93/M 號法律》和澳門特區《第 25/2005 號行政法規》所

頒佈的《澳門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編製。以下是本分行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概

要。 

(b)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花旗銀行澳門分行 (「本分行」) 是花旗銀行的一部分，因此並非獨立的法人實

體。花旗銀行在美國註冊成立，並以美國為註冊地。本財務報表僅為供本分行使用

和提交予澳門金融管理局而編製。本財務報表是基於澳門分行的賬冊和記錄而編

製，這些賬冊和記錄包含本分行在本地的所有交易的證據，但未必能夠反映本分行

的所有交易。 

本財務報表以澳門幣’000 列示。除劃歸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並可供出售的金

融工具(參閱附註 2(c)(ii)) 外，編製本財務報表時是以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基礎：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澳門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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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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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b)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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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其影響便會在該年度內確認；如果該項修訂對當前和未來年度均有影響，則在作出

修訂的年度和未來年度確認。 

有關管理層在應用《澳門財務報告準則》時所作出對本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的判

斷，以及主要的估計數額不確定因素的討論內容，載列於附註 3。 

(c) 金融工具 

(i) 初始確認 

本分行在合約開始時根據所購入資產或所產生負債的目的，把金融工具劃歸為不同

類別。這些類別包括：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貸款及應收款、持有至到期投資、可

供出售金融資產和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工具是按公允價值 (通常等同交易價格) 初始計量；如屬非按公允價值計入損

益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則加上購入金融資產或發行金融負債應佔的直接交易成

本。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交易成本會即時列支。 

本分行在成為有關工具的訂約方當日確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以正常方法購入或

出售金融資產會以交易日會計法確認。由該日起，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或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的任何收益及損失均會入賬。 

(ii) 分類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此類別包括持作買賣用途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以及於初始確認時按公允價值計

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但不包括沒有市場報價而且不能可靠地計量公允價

值的權益工具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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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c) 金融工具 (續 ) 

(ii) 分類 (續) 

作買賣用途的金融工具包括主要為買賣目的購入或產生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或

是統一管理的可辨認金融工具組合的一部分，並且有證據表明近期實際存在短期獲

利回吐。不符合採用對沖會計法資格的衍生工具入賬列為作買賣用途的金融工具。 

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 

 不符合採用對沖會計法資格，但根據概定的風險管理或投資策略進行管理，

其表現按公允價值基準進行評估的金融工具；及 

 嵌入衍生工具的證券，而嵌入衍生工具的特性和風險並非與主合約密切相

關。 

屬於此類別的金融資產及負債是以公允價值入賬，在持有或發行後不可重新分類為

此類別或其他類別。公允價值變動在其產生的期間記入收益表。在售賣或回購時，

出售所得款項淨額或付款淨額與賬面值之間的差額則記入損益。 

 

貸款及應收款 

貸款及應收款是指附帶固定或可釐定付款，但沒有活躍市場報價的非衍生金融資

產，但不包括：(a) 本分行擬即時或在短期內出售並會劃歸為持作買賣的非衍生金

融資產；及 (b) 本分行於初始確認時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或可供出售的非衍

生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主要包括在金融機構的結存、客戶貸款和墊款及應收同

系附屬公司、總行和花旗銀行香港分行的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按採用實際利息法計算的攤銷成本減去減值損失 (如有) (參閱附註

2(f)(i)) 後列賬。 

持有至到期投資 

持有至到期投資是指附帶固定或可釐定付款及固定到期日，而且本分行有積極意欲

及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按採用實際利息法計算的攤銷成本減去減值損失 (如有) (參閱附註

2(f)(ii)) 後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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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c) 金融工具 (續 ) 

(ii) 分類 (續)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是指定為可供出售或並無劃歸為上述三個類別中任何一類的非衍

生金融資產，包括擬無限期持有，但可能因應流動資金需求或市場環境變動而出售

的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是按公允價值列賬。因公允價值變動而產生的未變現收益及損失

直接在重估儲備中確認，但債務證券等貨幣項目的減值損失和匯兌收益及損失則在

收益表中確認。 

沒有活躍市場報價而其公允價值亦不能可靠地計量的權益證券投資，以及與其掛鈎

並須透過交付這些無報價權益證券進行結算的衍生工具，是按成本減去減值損失 

(如有)(參閱附註 2(f)(iii)) 後列賬。 

倘若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處置的收益或損失包括銷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價值

之間的差額，而之前已在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的累計公允價值調整會由重估儲備中

撥出。 

其他金融負債 

除交易賬項負債外，金融負債按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的攤銷成本計量。 

(iii) 公允價值的計量原則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是以於結算日未扣除任何估計未來出售成本的開列市價為準。

金融資產按現行買入價定價，金融負債則按現行賣出價定價。 

倘若採用折現現金流量法，預計未來現金流量會以管理層的最佳估計為準，所用的

折現率為適用於附帶類似條款及條件的工具於結算日的市場利率。倘若採用其他定

價模型，則以結算日的市場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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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c) 金融工具 (續 ) 

(iv) 終止確認 

 

金融資產是在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屆滿或金融資產及其所有權的絕大部分風

險和回報已被轉讓時終止確認。 

 

 金融負債是在合約所指明的義務解除、撤銷或屆滿時終止確認。 

本分行採用加權平均法來釐定終止確認時在損益確認的已變現收益及損失。 

 (v) 抵銷 

如果本分行有法定行使權抵銷已確認數額，並計劃按淨額基準結算，或同時變現該

資產和結算該負債，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便可互相抵銷，所得淨額在資產負債表內

列報。 

 (d) 固定資産與折舊 

固定資產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和減值損失 (參閱附註 2(f)(iv)) 後數額在資産負債表

中入賬。固定資產的折舊是以直線法在以下預計可用期限內沖銷其成本計算： 

 裝置 每年 10% 至 33%  

 傢具和設備 每年 10% 至 33%  

報廢或處置固定資產所產生的損益為處置所得款項淨額與資産賬面金額之間的差

額，並於報廢或處置日在收益表中確認。 

  

如果物業和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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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行會每年審

閲資產的可用期限和殘值 (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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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e) 租賃資產和租購合約 

  

如果本分行確定一項安排 (由一項交易或一系列交易組成) 會在約定期間內轉讓一

項或一些特定資產的使用權，以換取一筆或多筆報償付款，則這項安排便是一項

租賃。該判斷是以評估有關安排的實質為準，而不管這項安排是否涉及租賃的法

律形式。 

(i) 分類 

如果租賃將與所有權有關的幾乎全部風險和報酬實質上轉移至承租人，有關的資產

便會劃歸為融資租賃；如果租賃不會將與所有權有關的幾乎全部風險和報酬實質上

轉移至承租人，則劃歸為經營租賃。 

 (ii) 經營租賃 

如果本分行是以經營租賃獲得資產的使用權，則根據租賃作出的付款會在租賃期所

涵蓋的會計期間內，均等地分攤在損益中；但如另有一種方法更能代表租賃資產所

產生的收益模式則除外。租賃所涉及的激勵措施均在損益中確認為租賃淨付款總額

的組成部分。或有租金在其產生的會計期間內在損益中列支。 

(f) 資產減值 

本分行在每個結算日審閲資產的賬面金額，以判斷是否有客觀的減值證據。如有任

何這類證據存在，賬面金額便會透過在損益內列支而扣減至估計可收回金額。 

(i) 貸款及應收款 

 

貸款及應收款的減值損失是以資產的賬面金額與以其原定實際利率 (即初始確認這

些資產時計算的實際利率) 折現的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間的差額計量。如果折

現影響不大，則不會折現短期應收款。 

信貸損失準備總額包括兩個組成部分：個別減值準備和整體減值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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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f) 資産減值 (續) 

(i) 貸款及應收款 (續) 

本分行首先評估客觀減值證據是否個別存在於個別上重大的金融資產，以及個別或

整體存在於非個別上重大的金融資產。如果本分行確定個別評估的金融資產 (不論

是否重大) 並不存在客觀減值證據，本分行會將該金融資產包含於信貸風險特徵相

若的金融資產組合中，並且作出綜合減值評估。綜合減值評估不包括已被個別減值

評估為需減值或需繼續減值的金融資產。 

 

個別減值準備是根據管理層的最佳估計，以原定實際利率折現預計收取的現金流

量的現值。在估計這些現金流量時，管理層須判斷借款人的財政狀況和向本分行

提供的相關抵押品或擔保的可變現淨值。本分行亦會評估每宗減值資產的真正價

值。 

在評估所需的整體貸款損失準備時，管理層考慮信貸質量、組合規模、集中度和經

濟環境等因素。為了估計所需的準備，本分行根據以往經驗和當前經濟狀況作出假

設，以模擬本分行的潜在損失及釐定所需的輸入參數。 

減值準備的準確性，須視乎本分行能否在個別評估減值時準確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及

在釐定整體減值準備時所採用的推測模式及參數。雖然這些估計涉及判斷，但本分

行相信貸款及墊款的減值準備是合理和足夠的。 

在較後期間，任何因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的金額和時間與先前估計的有所變動，而該

變動是可客觀地與減值後發生的事件有關連，從而導致貸款及墊款的減值準備出現

變動，有關變動會在收益表內列支或計入。減值損失的轉回不應使資產的賬面金額

超過其在以往年度沒有確認任何減值損失的情況下而確定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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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f) 資産減值 (續) 

(ii) 持有至到期投資 

 

本分行會從個別和綜合兩個層面考慮持有至到期投資是否出現減值。個別減值準

備是以資產的賬面金額與以其原定的實際利率折現 (如果折現會造成重大影響) 的

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之間的差額計量。 

 

 所有毋須個別減值的重大資產會接受綜合評估，以找出是否有任何已發生但未確

定的減值。然後，非個別重大資產會按類似風險特性歸類及作綜合減值評估。 

如果減值損失在其後的期間減少，而且客觀上與減值損失確認後發生的事件有關，

則應通過收益表轉回減值損失。減值損失的轉回不應使資產的賬面金額超過其在以

往年度沒有確認任何減值損失的情況下而確定的金額。 

 (iii)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出現減值時，已直接在權益中確認的累計損

失會從權益中扣除，並在收益表中確認。在收益表中確認的累計損失為購買成本 

(扣除任何本金償還和攤銷額) 與當時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並減去以往就該資產在

損益中確認的任何減值損失後計算。 

 

 就以成本入賬的非掛牌可供出售權益證券而言，減值損失是以權益證券的賬面金

額與以類似金融資產的當時市場回報率折現 (如果折現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的預計

未來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計量。這些減值損失不可轉回。 

 

 可供出售權益證券已在損益中確認的減值損失不會通過損益轉回。這些資產公允

價值其後的任何增額會直接在權益中確認。 

如果可供出售債務證券公允價值其後的增額客觀上與減值損失確認後發生的事件有

關，則應轉回減值損失。在此情況下轉回的減值損失均在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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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f) 資産減值 (續) 

(iv) 其他資產 

本分行在每個結算日審閲內部和外來的信息，以確定以下資產是否出現減值跡象，

或是以往確認的減值損失已經不再存在或可能已經減少： 

 固定資產；及 

 其他資產。 

如果出現任何這類跡象，便會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 

 計算可收回金額 

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是其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使用價值兩者中的較高者。在

評估使用價值時，預計未來現金流量會按照能反映當時市場對貨幣時間價值

和資產特定風險的評估的稅前折現率，折現至其現值。如果資產所產生的現

金流入基本上並非獨立於其他資產所產生的現金流入，則以能產生獨立現金

流入的最小資產類別 (即現金產出單元) 來確定可收回金額。 

 確認減值損失 

當資產或所屬現金產出單元的賬面金額高於其可收回金額時，減值損失便會

在損益中確認。分配現金產出單元確認的減值損失時，首先減少已分配至該

現金產出單元 (或該組單元) 的任何商譽的賬面金額，然後按比例減少該單元 

(或該組單元) 內其他資產的賬面金額；但資產的賬面值不得減少至低於其個

別公允價值減去出售成本後所得的金額或其使用價值 (如能確定) 。 

 轉回減值損失 

如果用以確定可收回金額的估計數額出現正面的變化，有關的減值損失便會

轉回。 

減值損失的轉回不應使資產的賬面金額超過其在以往年度沒有確認任何減值

損失的情況下而確定的金額。所轉回的減值損失在確認轉回的年度內計入收

益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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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g)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存款和現金、存放於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活期存款，

以及短期和高流動性的投資。這些投資可以隨時換算為已知的現金額、價值變動方

面的風險不大，並在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就編製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和現金等

價物也包括須於接獲通知時償還，並構成本分行現金管理一部分的銀行透支。 

(h) 僱員福利 

短期僱員福利和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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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相關服務的年度內累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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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所有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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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確認，但如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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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和稅款減免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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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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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19 

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i) 所得稅 (續) 

本分行會在每個結算日審閲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金額。如果本分行預期不再可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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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的應稅利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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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在本分行有法定行使權以當期稅項資產抵銷當期稅項負債 (就當期稅項資產與

負債而言，本分行計劃按淨額為基礎結算，或同時變現該資產和清算該負債)，才

可以分別抵銷當期和遞延稅項負債。 

(j) 準備和或有負債 

 

如果本分行須就已發生的事件承擔法定或推定義務，因而預期很可能會導致經濟

利益流出，在有關金額能夠可靠地估計時，本分行便會對該時間或金額不確定的

負債計提準備。如果貨幣時間價值重大，則按預計所需費用的現值計提準備。 

如果經濟利益流出的可能性較低，或是無法對有關金額作出可靠的估計，便會將該

義務披露為或有負債，但經濟利益流出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如果本分行的義務須

視乎某項或多項未來事件是否發生才能確定是否存在，亦會披露該義務為或有負

債，但經濟利益流出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 

(k) 收入確認 

收入是按已收或應收價款的公允價值計量。如果經濟利益很可能會流入本分行，而

收入和成本 (如適用) 又能夠可靠地計量時，下列各項收入便會在損益中確認： 

 (i) 利息收入 

所有附息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以實際利率法按權責發生制在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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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k) 收入確認 (續) 

(i) 利息收入 (續) 

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和分配相關期間利息收入的方法。實際利率

是指將金融工具在預計期限或較短的期間 (如適用) 內的估計未來現金支出或收

入，準確地折現至該金融資產賬面淨值的利率。本分行在計算實際利率時對現金流

量的估計須考慮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 (例如預付款項、認購期權及類似期

權) ，但不會計及未來信貸損失。計算範圍包括訂約方所支付或收取屬於實際利率

組成部分的所有費用和貼息、交易成本和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 

(ii)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在提供相應服務時予以確認。 

(l) 外幣換算 

年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外幣匯率換算為澳門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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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匯兌損益在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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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有關買賣用途金融工具的匯兌差額記入買賣用途金融工具的淨盈虧內。所有其他與

貨幣項目有關的匯兌差額在損益中分開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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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m) 關聯方 

就本財務報表而言，下列的另一方可視為本分行的關聯方： 

(i) 該另一方能夠透過一家或多家中介機構，直接或間接控制本分行或對本分行

的財務和經營決策有重大影響，或可共同控制本分行； 

(ii) 本分行與該另一方在同一控制之下； 

(iii) 該另一方是本分行的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iv) 該另一方是本分行或本分行母公司的關鍵管理人員，或與此類個人關係密切

的家庭成員，或受到此類個人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實體； 

(v) 該另一方是第 (i) 項內所述的另一方的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或受到此類個人

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實體；或 

(vi) 該另一方是為本分行或作為本分行關聯方的任何實體的僱員福利而設的離職

後福利計劃。 

與個人關係密切的家庭成員是指預期他們在與實體的交易中，可能會影響該名個人

或受其影響的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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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估計和判斷 

主要的估計數額不確定因素 

在確定部分資產和負債的賬面金額時，本分行就未來不確定事件於結算日對該等資

產和負債的影響作出假設。本分行的估計和假設是基於以往經驗和對未來事件的預

期，並會定期作出檢討。 

減值損失 

貸款和墊款 

本分行會定期審閱貸款組合，以評估是否出現減值損失。本分行會判斷是否有任何

客觀證據顯示貸款組合已經減值，即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是否減少。減值的客觀證據

包括借款人的付款狀況出現不利變化的可觀察數據，亦可包括造成拖欠本分行資産

的當地或經濟條件的可觀察數據。如果管理層根據其判斷確定有客觀的減值證據，

則會根據本分行具有類似信貸風險特徵的資產的過往損失經驗來估計未來現金流

量。本分行會根據當時可觀察數據調整過往損失經驗。管理層會定期檢討估計未來

現金流量所採用的方法及假設，以減少估計損失與實際損失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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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風險管理 

本節呈列有關本分行的風險承擔，尤其是下列與使用金融工具有關的主要風險，以

及對這些風險的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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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或未來現金流量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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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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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承擔提供資金的風險。 

 營運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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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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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可靠及趨時的管理及資訊系統持續監察這些風險及限額。本分行不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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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的變動。

內部稽核亦會定期進行審核，以確保遵守政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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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風險管理 (續) 

本附註呈列有關本分行所承受的上述各項風險、本分行對計量及管理風險的目的、

政策和程序，以及本分行管理資本的資料。 

(a) 信貸風險管理 

信貸風險包括貸款及墊款的信貸和交易對手風險，以及貿易業務的交易對手風險。

本分行通過 (a) 目標市場定位、(b) 信貸審批流程、(c) 貸後監控以及 (d) 補救管理程

序來確認和管理這些風險。 

信貸風險管理負責本分行信貸組合的質量和表現，以追求長期可持續的盈利增長。

該職能通過以下數方面管理、監察和控制本分行內所有信貸風險： 

 為新收購、組合管理、收取和收回信貸組合制定信貸政策; 

 就分部、部門、行業、使用和抵押品組合制定可接受風險的準則； 

 對信貸風險進行獨立審閱和客觀評估； 

 設置限額以管控組合、行業、交易對手和國家的風險承擔; 

 監察信貸組合 (包括抵押品狀況) 的表現，並制定有效的補救策略; 

 評估可能會影響信貸組合的質量和表現的潛在不利情況； 

 制定關鍵風險指標，以持續評估市場情況；及 

 就各類信貸問題向業務部門提供意見和指引。 

本分行的信貸風險主要源自貸款和墊款以及資金業務。 

客戶貸款和墊款的信貸風險 

本分行遵循總行有關信貸審批和監控流程的信貸政策，在明確的信貸政策下，本分

行會根據客戶狀況和行業經驗對各擬議信貸風險進行個別評估。 

財資交易的信貸風險 

本分行主要與集團公司或信譽良好的機構進行財資活動。因此，本分行財資活動的

信貸風險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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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風險管理 (續) 

(a) 信貸風險管理 (續) 

與信貸有關的承擔 

與信貸有關的承擔和或有項目所涉及的風險，基本上與向客戶提供貸款的信貸風險

相同。因此，這些交易需要符合與客戶申請貸款相同的信貸申請、組合管理和抵押

品規定。 

總淨額結算安排 

為了減低信貸風險，本分行盡可能與交易對手訂立總淨額結算安排。淨額結算協議

規定，如果違約情況發生時，所有與交易對手進行但尚未完成的交易將被終止，而

所有尚未償付的金額將按淨額結算。 

(b) 市場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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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合約和衍生工

具，以及源自資產負債表或結構性持倉。市場風險管理的目標是避免盈利和權益遭

受過度損失，以及減低本分行因金融工具內在波動而承受的風險。 

利率風險由財資部管理，並維持在經地區市場風險管理核准的限額內，並由獨立的

營運 /財務單位進行監察和報告。 

利用衍生工具亦用作管理本分行本身的市場風險，作為本分行資產負債管理流程的

一部分。本分行所採用的主要衍生工具為匯率相關合約。 

本分行設定了不同的倉盤和敏感度限額結構。此外，本分行採用量化技術和模擬模

型來識別和評估在不同的利率環境下，這些利率狀況對淨利息收入和市值的潛在影

響。利率風險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利率變動對淨利息收入的潛在不利影響。國家

市場風險部會按設定的限額監控利率風險。所有異常情況均會由相應級別的高級管

理人員審閱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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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風險管理 (續) 

(b) 市場風險管理 (續) 

(i) 貨幣風險 

本分行的外幣持倉源自外匯買賣和其他銀行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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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核准的限額內。 

重大的外匯風險承擔源自交易、非交易和結構性持倉，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 美元 人民幣 總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現貨資産  1,278,070      1,334,717   55,298   2,668,085  

現貨負債  (1,184,769)  (1,336,830)  (55,297)  (2,576,896) 

遠期買入  -     1,067,964   1,075,110   2,143,074  

遠期賣出  -     (1,067,656)  (1,075,103)  (2,142,759) 
         

倉盤淨額  93,301   (1,805)  8   9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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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風險管理 (續) 

(b) 市場風險管理 (續) 

(ii) 利率風險管理 

本分行的利率倉盤源自銀行業務。利率風險主要是由附息資產和負債在結算日再定息時的時差所致，亦與包括往來賬戶在內的無息負債，以及若干定息貸款及負債產生的倉盤有關。利率風險由財

資部管理，並維持在地區市場風險管理批准的限額 (包括利率敏感度限額) 內。 

       

  2014 年  

 實際利率 總額 

3 個月 

或以下 

(包括逾期 ) 

3 個月以上 

至 1 年 

1 年以上 

至 5 年 無息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資産       

       

現金和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結存 0.00% 
 1,680,742   893,670   -     -     787,072  

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拆放 0.25% 
 411,913   410,601   1,312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0.16%  88,001   88,001   -     -     -    

客戶貸款和墊款 1.26%  1,066,446   993,258   73,188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產 N/A  7,694   -     -     -     7,694  

固定資産 N/A  3,426   -     -     -     3,426  

其他資産 N/A  159,167   -   -     -    159,167 

 
           

資産總值   3,417,389   2,385,530   74,500   -    957,359  

 
 --------------- --------------- --------------- --------------- --------------- 

負債       

       

客戶存款 0.02%  1,957,051   1,641,154   1,748   -     314,149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和結餘 0.09% 
 914,435   914,435   -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N/A  7,381   -     -     -     7,381  

其他負債 N/A  452,353  -  -  -    452,353 

本期稅項 N/A  1,472   -     -     -     1,472  

遞延稅項負債 N/A  1,280   -     -     -     1,280  

 
           

負債總額   3,333,972   2,555,589   1,748   -     776,635  
  --------------- --------------- --------------- --------------- --------------- 

       

資產－負債差距   83,417   (170,059)  72,752   -     18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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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風險管理 (續) 

(c)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是為了確保本分行維持充裕的現金以應付所有財務承擔，並掌握業務擴展的機會。當中包括確保本分行能夠在即時或合約期滿時應付客戶的提款要求；在借款到期時能夠還款；

符合法定的流動資金比率，以及掌握貸款和投資的機會。 

在國家資產及負債委員會的指導下，財資部每日按照融資及流動資金計劃管理流動資金情況。地區市場風險管理和總行每年會共同審閱和核准融資及流動資金計劃。財資部負責確保本分行有充裕

的流動資金供所有業務所需，並監察本地和國際市場的融資和流動資金的充足情況。 

本分行透過維持充足的流動資產，例如適當的現金和短期資金和證券，管理流動資金風險，以確保能在經審慎釐定的限額內符合短期融資要求。 

 

資產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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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總額 即時償還 

3 個月或以下 

(包括逾期 ) 

3 個月以上 

至 1 年 

1 年以上 

至 5 年 無期限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資産             
             

現金和在金融機構的結存  1,680,742   1,680,742   -     -     -     -          

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拆放  411,913   -     410,601   1,312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88,001   -     88,001   -     -     -          

客戶貸款和墊款  1,066,446   -     993,258   73,188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產  7,694   -     1,258   6,436   -     -          

固定資産  3,426   -     -     -     -     3,426        

其他資産  159,167   17,132   124,018   18,017   -     -          
 

                  

資産總值  3,417,389   1,697,874   1,617,136   98,953   -     3,426        
 --------------- --------------- --------------- ---------------- --------------- ---------------       
負債             
             

客戶存款  1,957,051   1,453,172   502,131   1,748   -     -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和結餘  914,435   82,439   831,996   -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7,381   -     1,188   6,194   -     -          

其他負債  452,351   18,532   415,495   18,194   -     129        

本期稅項  1,472   -     -     1,472   -     -          

遞延稅項負債  1,280   -     -     -     -     1,280        
 

                  

負債總額  3,333,972   1,554,143   1,750,810   27,609   -     1,410        
 --------------- --------------- --------------- ---------------- --------------- ---------------       
             

資產－負債差距  83,417   143,731  (133,674)   71,344   -     2,016        
 

                  

由於存款可能在未被提取前已到期，故合約到期日並不代表預期的未來現金流量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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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風險管理 (續) 

(d) 營運風險管理 

營運風險指因內部程序不完善或失效、人為過失、系統故障或外在事故而導致損失

的風險，包括與本分行的業務常規或市場行為有關的聲譽及專營權風險。營運風險

為本分行的業務活動所固有，透過一個整體框架進行管理。在該監督與制衡的框架

下，各業務部門各自承擔風險，並須接受獨立的風險管理監督。本分行根據總行和

監管機構的標準，設定關鍵控制措施和評估方法，以減低營運風險。本分行透過健

全的治理結構評估、監察和管理風險。 

本分行的自我評估及營運風險管理框架包括營運風險管理政策和管理人的控制評估

準則。該政策確定了本分行的營運風險管理方法，目的是建立一個一致的方法來評

估全分行的有關風險和整體控制環境，以遵循監管要求和銀行的其他舉措，包括營

運風險管理，並令資本評估與風險管理目標保持一致。 

企業文化要求每名員工察覺並負責日常業務的營運風險。本分行營運風險總監負責

協調營運風險管理，業務風險、合規及控制委員會以至管理層負責監控。營運風險

須接受內部和外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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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大關聯方交易 

除了本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的交易和結餘外，本分行進行了以下重大的關聯方

交易。 

與集團公司的交易 

本年度內，本分行在日常銀行業務過程中與關聯方進行了交易，包括借貸、接受及

存放同業存款、往來銀行交易和資産負債表外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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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關聯方交易的數額及於年終的結欠如下： 

     

 

同系附屬公司 

和最終控股公司 

花旗銀行分行 

和總行 

 2014 年  2014 年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利息收入                  981              1,677   

利息支出                    (1)                 (43)  

營業收益              3,297                     -     

營業開支            (1,499)              (879)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779  755  
 

      

存放存款     

     

期初結餘          303,061    1,033,456   

期末結餘          286,629    125,284   

平均結餘          294,845    579,370   
 

      

接受存款     

     

期初結餘          121,095         485,929   

期末結餘            71,591         842,844   

平均結餘            96,343         664,387   
 

      

現金和短期資金     

     

期初結餘          418,401         400,408   

期末結餘          300,041      1,086,755   

平均結餘          359,221         74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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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大關聯方交易 (續) 

與集團公司的交易 (續) 

     

 

同系附屬公司 

和最終控股公司 

花旗銀行分行 

和總行 

 2014 年  2014 年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其他資産     

     

期初結餘                  404         110,544   

期末結餘                  512                  380   

平均結餘                  458            55,462   
 

      

其他負債     

     

期初結餘                     -                1,334   

期末結餘                    22         292,432   

平均結餘                    11         146,883   
 

      

本分行並無就上述關聯方貸款和在關聯方拆放計提任何減值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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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戶貸款和墊款 

   

  2014 年 

  澳門幣’000 

   

客戶貸款和墊款總額  1,066,446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並未確認任何資産減值。 

7 衍生工具 

(a) 衍生工具的名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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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工具的名義金額代表未完成的交易量，並不代表風險數額。 

本分行訂立的衍生工具合約的名義金額如下：  

   

  2014 年 

  澳門幣’000 

   

貨幣衍生工具  4,285,833 
 

   

(b) 衍生工具的公允價值 

本分行上述衍生工具的公允價值如下： 

   

  2014 年 

  澳門幣’000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産   

   

貨幣衍生工具  7,694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貨幣衍生工具  7,381 
 

   

本分行於年內並無就衍生工具交易簽訂任何雙邊淨額結算安排，因此這些數額以總

額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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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信貸風險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佔貸款總額 10% 或以上的客戶貸款和墊款的地區分佈。 

 (a)(i) 客戶貸款和墊款的地區分析 

       

地區 行業 

客戶貸款和

墊款總額 

已逾期的 

客戶貸款和

墊款 

已減值的客

戶貸款和墊

款 

個別評估 

減值準備 

綜合評估 

減值準備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特區 其他 972,832 93,614 - - - 

       

香港特區 其他 - - - - - 
  

          

總額  972,832 93,614 - - - 
  

          

上述地區分析按交易對手註冊成立的國家分類，並未計及轉移風險因素。在一般情

況下，若貸款的擔保人所在地區有別於交易對手，則風險轉移至擔保人的所在地

區。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資産並無出現客觀的減值跡象，因此本分行

並未確認任何減值損失。 

(a)(ii) 客戶貸款及墊款的行業分佈 

       

行業  

客戶貸款和

墊款總額 

已逾期的 

客戶貸款和

墊款 

已減值的客

戶貸款和墊

款 

個別評估 

減值準備 

綜合評估 

減值準備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製造業  968,917 93,614 - - - 

貿易 (批發及零售業)  3,915 - - - - 
  

          

總額  972,832 93,614 - - - 
  

          

行業分佈是基於客戶的主要業務活動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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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續) 

 

1 信貸風險 (續) 

(b) 債務證券和衍生工具的地區分析 

佔信貸風險承擔總額 10% 或以上的債務投資 (包括 AMCM 金融票據) 和衍生工具

的地區分析。 

    

地區 行業 債務投資 衍生工具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特區 其他 88,001 - 

香港特區 銀行 - 313 
 

     

總額  88,001 313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僅持有由 AMCM 發行的非上市金融票據作

為可供出售投資。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與關聯方進行背對背交易，以抵銷本分行的

所有衍生工具合約持倉。上述金額為公允價值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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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續) 

 

1 信貸風險 (續) 

(c) 資產及負債到期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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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 即時償還 1 個月或以下 

1 個月以上 

至 3 個月 

3 個月以上 

至 1 年 

1 年以上 

至 3 年 3 年以上 無期限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資産         

         

現金和在金融機構的結存  1,680,742   1,680,742   -     -     -     -     -     -    

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拆放  411,913   -     390,036   20,565   1,312   -     -     -    

澳門特區政府及/或 AMCM 發行的證券  88,001   -     88,001   -     -     -     -     -    

非銀行客戶貸款和墊款  1,066,446   -     658,480   334,778   73,188   -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產  7,694   -     399   859   6,436   -     -     -    

固定資産  3,426   -     -     -     -     -     -     3,426  

其他資産  159,167   17,132   42,075   81,943   18,017   -     -     -    
 

                

  3,417,389   1,697,874   1,178,991   438,145  98,953   -     -     3,426  
 

                

負債         

         

非銀行客戶存款  1,957,051   1,453,172   481,899   20,232   1,748   -     -     -    

控股和聯營公司存款  914,435   82,439   831,996   -     -     -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7,381   -     369   818   6,194   -     -     -    

其他負債  452,353   18,532   333,821   81,675   18,195   -     -     129  

本期稅項  1,472   -     -     -     1,472   -     -     -    

遞延稅項負債  1,280   -     -     -     -     -     -     1,280  
 

                

       3,333,972       1,554,143       1,648,085        102,725        27,609         -           -         1,410  
 

                

         

資産－負債差距  83,417   143,731   (469,094)  335,420   71,344   -     -     2,016  

         

由於存款可能在未被提取前已到期，故合約到期日並不代表預期的未來現金流量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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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續) 

 

2 信貸風險加權風險承擔 

本分行於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第 013/93-AMCM 號通知》計量的匯率

合約和利率合約的信貸風險加權數額如下： 

   

  加權風險承擔 

  

澳門幣’000 千
元 

   

利率風險  - 

匯率風險  42,859 
 

   

總額  42,859 
 

   

 
  

 
  

3 流動資金比率 

下表列示了本分行於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持流動資産的算術平均值和流動

資金比率：  

   

  澳門幣千元 

   

按規定每周最低庫存現金數額  44,716 

平均每周庫存現金數額  76,656 

每月月底特定流動資産  2,275,095 

 

  % 

   

每月月底特定流動資産佔基本負債總額的平均比率  104.8 

每月最後 1 周的 1 個月流動資金比率  436.9 

每月最後 1 周的 3 個月流動資金比率  1,251.8 

本年度所持流動資產和平均流動資金比率是根據《第 006/93-AMCM 號通告》的

AMCM 指引所訂明和界定的庫存現金和最低流動資金規定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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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 (衍生工具交易除外) 

 有關持倉在資產負債表內代客保管賬呈報。 

5.  其他資料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根據不可解除的經營租賃在日後應付有關物

業的最低租賃付款額總數如下： 

 物業租賃到期時間：                澳門幣千元 

- 1 年內                 324 

- 1 年以上但 5 年內                   - 

 
   

總額  324 
 

   
 

6. 最終母公司/ 董事會 

 本分行是花旗銀行的一部分。花旗銀行在美國註冊成立，並以美國為註冊地。在美

國註冊成立的 Citigroup Inc.是本分行的最終控股公司。 

 

Citigroup 董事會: 

 
Michael L. Corbat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itigroup Inc. 

 

James S. Turley 

Former Chairman and CEO 

Ernst & Young 

William S. Thompson, J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Retired 

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Franz B. Humer 

Chairman, Retired, 

Roche Holding Ltd. 

 

Duncan P. Hennes 

Co-Founder and Partner of 

Atrevida Partners, LLC  

 

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on 

Directo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Professor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Gary M. Reiner 

Operating Partner 

General Atlantic LLC 

 

Anthony M. Santomero 

Former Presiden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Diana L. Taylor 

Vice Chair 

Solera Capital LLC 

 

Michael E. O’Neill 

Chairman 

Citigroup Inc. 

 

Judith Rodin 

President 

Rockefeller Foundation 

 

Joan E. Spero 

Senior Research Scholar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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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續) 

 

7 (a) 花旗銀行（花旗銀行及其附屬公司的全球綜合資料） 

附加資料 

   

(以百萬美元列示)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資本及資本充足   

   

第一級資本  128,262 

總資本  139,246 

   

第一級資本比率  13.57% 

總資本比率  14.73% 

   

股東資金  147,036 

   

總風險承擔  945,407 

此資本比率的計量符合美國聯邦儲備局透過其執行條例所採納之巴塞爾資本協議。

上列之資本比率包含了交易業務之市場風險。 

其他財務資料 

   

總資産  1,356,442 

總負債  1,208,757 

貸款總額 (扣除信貸損失之準備)  574,752 

存款總額 (包括銀行同業之存款)  915,762 

   

除稅前溢利  16,439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LIHTC) Investments 的上述資料乃遵循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的 ASU 2014-01 指引.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39 

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續) 

7 (b) Citigroup Inc. (花旗銀行之控股公司) 

附加資料 

   

(以百萬美元列示)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資本及資本充足率   

   

第一級資本  166,663 

總資本  184,959 

   

第一級資本比率  13.07% 

總資本比率  14.51% 

   

股東資金  210,185 

   

總風險承擔  1,274,672 

此資本比率的計量符合美國聯邦儲備局透過其執行條例所採納之巴塞爾資本協議。

上列之資本比率包含了交易業務之市場風險。 

其他財務資料 

   

資産總值  1,842,181 

負債總額  1,630,485 

貸款總額 (扣除信貸損失之準備)  628,641 

存款總額 (包括銀行同業之存款)  899,332 

   

除稅前溢利  14,701 
 

 

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LIHTC) Investments 的上述資料乃遵循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
的 ASU 2014-01 指引. 

 

 

本中文譯本須經由本所負責本項目的專業人員審閱，以確保其中涉及專業領域的內容適當和準確。
如中、英文本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