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敬愛的股東：

在我一年前甫擔任執行長一職並致函大家

時，曾列出我們公司的三大主要目標。 

首先，我希望花旗創造持續穩定的優質 

收益。其次，我希望花旗能憑藉我們 

在每個工作面向所做出的明智決策而 

聞名於世。第三，除非我們能完全重拾 

利害關係人對花旗的信任，否則我不會 

滿意。

在此，請容我概述一下  2013 年我們實踐這些目標的進展， 

以及我為公司在 2014 年及未來所做的規畫。

對公司和我個人而言，2013 年是相當忙碌的一年。在 2013 年，

我旅行了大約 20 萬英哩，拜訪 53 個城市，平均每天與兩位 

客戶會晤、與幾乎每個我所造訪國家的主管機關人員交談、 

與投資人互動數十次，並在至少每週一次的內部聚會中， 

與我們的員工談話。

這些談話均圍繞著一致的主題，就是我們的利害關係人都同意 

就公司狀況和和目前情勢而言，我們的策略 ── 專注於全球化、 

城市化和數位化的主要長期趨勢 ── 是正確的。這三個趨勢均能 

相互補強、彼此鞏固。憑藉我們領先業界的全球網絡、遍佈全球

主要城市的營業據點，以及針對我們消費金融和企業金融業務 

所設定的前瞻性數位規畫，花旗正處於絕佳的位置，能善用 

上述各項資源，嘉惠我們的客戶。

然而，許多人也質疑我們是否能夠成功執行策略，並充分發揮 

我們業務的強大潛力。我深知我們能夠做到，且相信我們  

2013 年的表現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證明。

首先，從基本面來說，我們的獲利達 137 億美元－是自金融危

機以來表現最好的一年。在大多數已開發市場成長表現遠低於

過去水準，且許多新興市場成長步調亦較近期高峰顯著放緩的環

境下，這樣的成績證明了我們整體營運極富彈性，且我們員工 

具備不斷克服挑戰的工作能力。

給股東的信

我們有能力在面對主管機關、法令和其它要求的情況下，持續 

增長營收。當某些市場因聯準會公佈近期將逐步展開量化寬鬆 

退場機制而惴惴不安時，我們卻能在這個動盪的一年中謹慎管理

我們的風險。

特別是在營收艱難的環境中，主要由我們控制的「支出」， 

即被視為管理績效的指標。值得高興的是，我們兌現了 2013 年的

承諾，並透過組織重新定位而減少 9 億美元的開銷，進一步控制

我們的支出。

高沛德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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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行的整體放款部位提高了  6%。具體來說，我們達成 

並且超越了我們在 2011 年的承諾，亦即在三年內提供美國小

型企業 240 億美元貸款。我們 2013 年放款金額達 91 億美元， 

較 2009 年的金額高出逾兩倍，使總放款金額達到 266 億美元， 

進而使許多小型企業能夠開始營業或擴大經營、增加工作機會，

並具體落實他們的願景。

此外，我們也在數個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上取得顯著的進展。 

我們解決了一些重大房貸訴訟、實現 25 億美元的遞延所得稅 

資產、進一步減少了 25% 的花旗控股資產，並將花旗控股的 

年度虧損減低了一半。

這些數字足以證明花旗締造資本的能力。在 2013 年間，我們 

締造了逾 200 億美元的監管資本，截至 2013 年底，我們依 

巴塞爾協定 III 推估的第一類普通股比率為 10.6%，比我們在 

年初設下的目標高出 60 個基本點。2013 年底，我們的補充性槓

桿比率達到了  5.4%。關鍵是，聯準會認同了我們的 2013 年資

本計畫。

去年，我曾告訴大家我的首要關注點將是執行我們的策略。 

2013 年，我們落實了多項關鍵機制，幫助我們的總體營運獲得

最大效益。我們設計出詳細、強而有力且切合實際的計分卡， 

以評量我們公司  500 多位高階管理人的表現。我們將花旗所

在的 101 個國家區分為四個類別或予以「分區」，以幫助我們 

優先考慮將資源投入對我們的客戶最重要的部分和區域。 

同時，我們宣佈要在  2015 年實現三個目標：提高資本報酬

率、有形普通股權益和營運效率，並在 2013 年提升這三個項目 

的表現。

我們已證明我們可以創造優質的收益。但我們 2013 年的營運 

表現也有令人出乎意料之處，讓我們知道一個違反道德準則 

的個案會如何將我們的所有工作成果毀於一旦。我們發現在 

墨西哥境內的一宗應收帳款融資計畫出現偽造發票，導致 

我們 2013 年的淨利減少 2.35 億美元。在我們快速完成檢視 

類似貸款計畫的同時，我們也持續在墨西哥進行調查，並了解 

任何我們需要加強監督或改善流程的地方。我們現正循所有 

可能的途徑設法追回被詐領的款項，並嚴懲無論是公司內部 

或外部的犯罪行為。

詐欺行為所造成的財務影響是可以計算的，但對我們信用的損害

卻難以估計。信用是讓我們可以實現目標的籌碼，對我們每天 

服務的客戶、授權我們執行業務的主管機關、被我們致力打造的

最佳工作場所吸引的員工以及我們需要持續致力贏得信任的股東

來說，都是如此。

我希望大家瞭解，我已非常清楚地向所有員工表明，我期望每位

員工都能符合最高的道德標準。我們現正推出一項包括進階培訓

和持續關注負責任的金融的完整計畫，以支撐並加強花旗過去 

200 多年來奉行的企業價值。

2013 年營收： 720 億美元

依業務

GCB
53%

CTS
15%

S&B
32%

NA
44%

ASIA
21%

LATAM
19%

EMEA
16%

GCB — 全球消費金融業務

S&B — 證券暨銀行業務

CTS — 花旗環球金融交易服務事業群

NA — 北美洲

EMEA — 歐洲、中東和非洲

LATAM — 拉丁美洲

花旗銀行 2013 年營收

區域表現不含公司／其它項目營收

依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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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花旗擁有強健的文化，且絕大多數員工能夠分辨是非， 

並努力在日常工作的各個面向正確行事；但我也明白，一個人 

就能將我們的信譽毀於一旦。

展望未來，我們已為 2014 年設定了清晰的目標。我們必須持續

朝著實現 2015 年財務目標的方向邁進。我們也希望今年能解決

更多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目標是將許多在金融危機時期尚未 

解決的法律問題處理完畢。

由於花旗控股的資產目前僅佔我們資產負債表的 6%，我們的 

重心已從出售資產，轉移到減少剩餘投資組合對我們收益所 

造成的拖累。我們期望今年進一步減少花旗控股的虧損，甚至 

可以開始獲利。這部分所省下的每一塊錢，都會直接回歸到 

我們的利潤當中。我們也將繼續透過創造在美國的收益， 

以實現我們的遞延所得稅資產。

在我們的核心業務中，我們將繼續整合和簡化我們的產品和 

服務，進而確保我們能在多項跨產品和區域的服務中，提供 

一致的銀行服務體驗。我們正在努力，志將 36 個各自為政的 

消費金融銀行，整合為一家真正的全球性消費金融銀行。我們 

正在整合所有平台、流程和產品，讓在各地生活、工作或旅行的

客戶以及使用我們所有產品的客戶，均能感受到一致的非凡體

驗。

給股東的信

在企業暨機構業務方面，調整和整合我們的傳統金融市場業務 

及投資人服務和直接保管及清算服務，將使我們具備更全面的 

統籌能力，使我們更有效率地依據優先順序運用資源，特別是 

在營運和資訊系統方面。隨著業務發展必須符合更嚴格的資本、

槓桿和相關交易對象風險管理的要求，花旗的獨特性被定位為 

領先業界的整合式服務平台。

在關注金流相關業務的同時，我們將繼續投資我們全球網絡 

的支柱 ── 財資暨貿易金融業務。此業務屬資本友善型業務， 

且不易被複製。我們耗時數十年，才建立並維持住全球金融業 

領導者的地位。

花旗集團關鍵資本指標

$50.90 $51.81 $52.69 $51.19 $52.35 $53.10 $54.52 $55.31

1Q’12

7.2%

8.6%
7.9%

2Q’12 3Q’12 4Q’12 1Q’13 2Q’13 3Q’13 4Q’13

$1,272 $1,250 $1,237 $1,206 $1,192 $1,168 $1,159 $1,1861

8.7%
9.3%

10.0%
10.5% 10.6%

4.9% 5.1%
5.4%

1  截至 2013 年第四季度花旗控股佔依《巴塞爾協定 III》推估之風險加權資產約 19%。
2  花旗集團依《巴塞爾協定 III》推估之第一級普通股比率和補充性槓桿比率非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財務指標。 其它相關資訊，請參考表 10-K 花旗 2013 年度報告中「資本資源」
一節。

3  每股有形帳面價值非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財務指標。 有關此指標與最直接可對照的公認
會計原則指標，請參考表 10-K 花旗 2013 年度報告中「資本資源」一節。

《巴塞爾協定 III》風險加權資產（10 億美元）

TBV／股3

第一類普通股（《巴塞爾協定 III》）2 補充性槓桿比率（《巴塞爾資本協定 III》）2

S&B
28%

S&B
28%

1Q’08 4Q’10 4Q’12 4Q’134Q’114Q’09

$156
$117

$458

$313

$225

$7971

1 非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財務指標。

花旗控股 EOP 資產（單位：1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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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這一切，我們必須在去年已落實的基礎上，提升我們的執

行力。

我們將專注於建立正確的客戶群，也就是那些最符合我們業務 

模式且能讓我們為其創造最大價值的企業和消費者。我們將簡化

並合理化我們的系統和流程，並在提升效率的標準化程序與讓 

員工在服務客戶時具備所需的彈性和授權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

此外，我們將透過整合我們在各城市、國家的業務，來減少 

成本高昂的零散業務，從而節省時間和金錢。我們省下的大部分

資源將重新投入於能創造最大回報的業務中，具體而言，這些 

資源將被專門用於改善我們的技術和數位化營業據點。去年， 

我們在兩個最成功的平台推出了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版本 ──  

Citi VelocitySM 和 CitiDirect BESM ── 以便企業主和財務人員能

夠在任何有無線網路的地方處理業務。透過將智慧銀行與我們 

消費銀行中的其它創新結合，我們已建立了一個業務核心， 

且可圍繞這個核心實現我們成為全球數位化銀行的目標。

同時，我們在過去數年已締造許多成就。我們已重新專注於 

總體營運，構建執行機制並努力工作以重拾我們的信譽。 

我們仍有許多工作待完成，但我們已為未來的成功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我們已締造許多成就，且已為展現我們的最佳 

表現做好準備。

順頌 時祺，

高沛德

花旗集團執行長

Citi Bike®

解鎖、騎乘、享受和歸還

當紐約市著手創辦一個不花費公共資源的公共單車共享計畫

時，花旗認為這是一個支持開創性計畫的獨特機會，且此 

計畫將創造一個全新、具延續性的運輸網絡，並改善紐約 

市民的生活，因此，Citi Bike® 計畫應運而生。

此 計 畫 自  2013 年 5 月推出以來， Citi Bike 計 畫 已 成 為 

美國最大且成長最迅速的單車共享計畫，並成為城市街道上

熟悉的風景。藉由使用年票、週票或日票，人們可在全年 

365 天，一週 7 天，每天 24 小時在城市內數百個站點使用數

以千計的藍色單車。

Citi Bike® 是美國最大的單車共享計畫。該系統於 2013 年 5 月對外
開放，共有 330 個站點及 6,000 輛單車。Citi Bike 計畫由 NYC Bike 
Share 經營。

每個站點均設有觸控屏幕、服務區域和周邊地圖，及一個 

可以用卡或鑰匙解開單車以供租用的停靠系統。

在 2013 年，Citi Bike® 使 用 率 達  630 萬 趟 ， 行 駛 哩 程 

超 過  1,150 萬英哩，遠遠超過其它主要單車共享城市。 

Parks & Trails New York 授予花旗 George W. Perkins 獎， 

以表彰花旗在幫助創建 Citi Bike 計畫中的傑出環境領導力。

「 在 推 動  Citi Bike® 計 畫 時 ， 花 旗 充 份 

展 現 出 對 創 新 城 市 計 畫 的 支 持 及 對 

紐約市發展和進步的貢獻。」

－前紐約市市長 Michael R. 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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