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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金額

儲備、折舊和
備用金 淨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資產

現金 -                       -                       -                       

AMCM存款 490,048             -                       490,048             

應收賬項 -                       -                       -                       

在本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

的活期存款 16,957               -                       16,957               

在外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

的活期存款 1,123,139          -                       1,123,139          

其他資產 -                       -                       -                       

客戶貸款和墊款 508,280             -                       508,280             

AMCM發行的可供出售證券 399,182             -                       399,182             

在外地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通

知及定期存款 406,643             -                       406,643             

債務人 411,081             -                       411,081             

設備 173                   144                   29                     

開辦費用 1,048                 1,048                 -                       

其他固定資產 -                       -                       -                       

內部及調整帳 64,716               -                       64,716               

總額 3,421,267          1,192                 3,420,075          

2019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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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産負債表 (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負債

活期存款 1,776,575          

通知存款 -                        

定期存款 772,643             2,549,218          

外幣借款 579,551             

應付支票及票據 14,199               

債權人 805                   

其他負債 145                   594,700             

內部及調整賬 69,650               

其他儲備 5,749                 75,399               

歷年營業結果 170,161             

本年營業結果 30,597               200,758             

總額 3,420,075          

備忘帳

抵押賬 120,324             

保證及擔保付款 80,553               

信用狀 94,057               

其他承諾 2,414,17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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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帳目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借方 金額 貸方 總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營業開支 20,814               營業收益 43,596               

薪酬 2,054                 銀行服務收益 11,117               

界定供款計劃的供款 6                       其他銀行服務收益 3,737                 

其他人事費用 157                    

第三者作出的供應 -                        

第三者提供的勞務 1,277                 

其他銀行費用 8,187                 

折舊開支 174                    

營業利潤 25,781               

總額 58,450               總額 58,45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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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借方 金額 貸方 總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營業損失 -                        營業利潤 25,781               

營業利潤的稅項撥款 3,036                 

根據金融體系法律制度

    增撥的備用金 (7,852)                

根據金融體系法律制度

    的營業結果 30,597               

總額 25,781               總額 25,78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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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9年

澳門幣'000

25,781               

折舊 174                    

25,955               

956,523             

38,920               

(245,939)            

749,504             

1,224,668           

(773,747)            

(37,331)              

(119,294)            

294,296             

1,069,755           

(4,641)                

1,065,114           

營業活動産生 / (所用)的現金

營業活動産生 / (所用)的現金淨額

已付澳門所得補充稅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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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項目：

稅前利潤

營業活動

客戶貸款和墊款

營業資産減少 / (增加):

營業負債增加 / (減少):

其他資產

其他負債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產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和結餘

客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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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9年

澳門幣'000

1,065,114           

1,364,197           

2,429,311           

47,247               

(22,590)              

於12月3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營業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

已收利息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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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付利息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增加 / (減少)淨額

於1月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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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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皇子

大馬路43~53A號澳門廣場A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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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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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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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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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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c) 金融工具 (續 )

(ii) 分類 (續)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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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及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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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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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及應收花旗銀行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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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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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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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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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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iv)

(v)

(d)

- 裝置 每年10% 至 33%

- 傢具和設備 每年10% 至 33%

金融工具 (續 )

主要會計政策 (續)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固定資產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和減值損失(參閱附註2(f)(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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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産與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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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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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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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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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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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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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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f) 資産減值 (續)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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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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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

(iii)

- 固定資產；及

- 其他資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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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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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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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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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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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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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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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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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産減值 (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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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現任何這類跡象，便會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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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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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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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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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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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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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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續)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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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就本財務報表而言，下列的另一方可視為本分行的關聯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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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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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風險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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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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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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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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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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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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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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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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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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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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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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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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i)

港幣 美元 人民幣 歐元 總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現貨資産 1,270,376 1,256,174 1,268 502 2,528,320

現貨負債 (1,301,701) (1,238,939) (1,268) (502) (2,542,410)

遠期買入 0 0 0 0 0

遠期賣出 0 0 0 0 0

倉盤淨額 (31,325) 17,235 0 0 (1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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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風險

市場風險管理 (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金融風險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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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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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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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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 1,630,144       862,228         767,916         

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拆放 2.57% 406,643         406,643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89% 399,182         399,182         -                -                

客戶貸款和墊款 3.63% 508,280         453,131         55,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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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産 N/A 29                 -                -                -                29                 

其他資産 N/A 475,797         -                -                -                475,797         

資産總值 3,420,075       2,121,184       55,149           -                1,243,742       

負債

客戶存款 0.22% 2,549,218       2,290,630       -                -                258,588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和結餘 2.54% 579,551         572,893         -                -                6,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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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負債 N/A 79,923           -                -                79,923           

本期稅項 N/A 4,092             -                -                4,092             

遞延稅項負債 N/A 784               -                -                784               

負債總額 3,213,568       2,863,523       -                -                350,045         

資產－負債差距 206,507         (742,339)        55,149           -                   893,697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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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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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風險管理 (續)

(c)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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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和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結存 1,630,144       1,630,144       -                -                -                -                

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拆放 406,643         -                406,643         -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99,182         -                399,182         -                -                -                

客戶貸款和墊款 508,280         2                   453,129         55,149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產 -                -                -                -                -                -                

固定資産 29                  -                -                -                -                29                  

其他資産 475,797         411,081         64,561           155                -                -                

資産總值 3,420,075       2,041,227       1,323,515       55,304           -                29                  

負債

客戶存款 2,549,218       1,776,575       772,643         -                -                -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和結餘 579,551         6,658             572,893         -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                -                -                -                -                -                

其他負債 79,923           15,572           64,348           3                   -                -                

本期稅項 4,092             -                -                4,092             -                -                

遞延稅項負債 784                -                -                -                -                784                

負債總額 3,213,568       1,798,805       1,409,884       4,095             -                784                

資產－負債差距 206,507         242,422         (86,369)          51,209           -                    (755)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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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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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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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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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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花旗銀行
附屬公司
和最終控股公司

花旗銀行分行
和總行

2019年 2019年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利息收入 -                            7,077                     

利息支出 -                            (17,462)                  

營業收益 -                            7                           

營業開支 (4,538)                   (3,475)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4,538)                   (13,853)                  

存放存款

期初結餘 -                            68,162                   

期末結餘 -                            406,643                 

平均結餘 -                            237,403                 

接受存款

期初結餘 -                            1,374,623              

期末結餘 -                            579,551                 

平均結餘 -                            977,087                 

現金和短期資金

期初結餘 -                            636,563                 

期末結餘 -                            1,123,139              

平均結餘 -                            87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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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關聯方交易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年內關聯方交易的數額及於年終的結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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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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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花旗銀行
附屬公司
和最終控股公司

花旗銀行分行
和總行

2019年 2019年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其他資産

期初結餘 -                            63,012                   

期末結餘 -                            411,221                 

平均結餘 -                            237,117                 

其他負債

期初結餘 40                         4,464                     

期末結餘 3                           926                       

平均結餘 22                         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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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集團公司的交易 (續)

重大關聯方交易 (續)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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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年

澳門幣'000

客戶貸款和墊款總額 508,280             

7 衍生工具

(a) 衍生工具的名義金額

2019年

澳門幣'000

貨幣衍生工具 -                        

(b) 衍生工具的公允價值

2019年

澳門幣'000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産

貨幣衍生工具 -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貨幣衍生工具 -                          

本分行上述衍生工具的公允價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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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客戶貸款和墊款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分行並未確認任何資産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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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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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信貸風險

(a)(i) 客戶貸款和墊款的地區分析

地區 行業

 
未逾期或減值
的客戶貸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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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278              2                        -                        -                        -                        

香港特區 其他 -                        -                        -                        -                        -                        

總額 508,278              2                        -                        -                        -                        

(a)(ii) 客戶貸款及墊款的行業分佈

行業

 
未逾期或減值
的客戶貸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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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278              2                        -                        -                        -                        

貿易 (批發及零售業) -                        -                        -                        -                        -                        

總額 508,278              2                        -                        -                        -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客戶貸款和墊款的地區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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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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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業分佈是基於客戶的主要業務活動劃分。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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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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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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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182               -                          

香港特區 銀行 -                          -                          

總額 399,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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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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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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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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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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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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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現金和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結存 1,630,144           1,630,144           -                     -                     -                     -                     -                     -                     

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拆放 406,643              -                     406,643              -                     -                     -                     -                     -                     

澳門特區政府及/或AMCM發行的證券 399,182              -                     149,879              249,303              -                     -                     -                     -                     

非銀行客戶貸款和墊款 508,280              2                        453,129              -                     55,149                -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產 -                     -                     -                     -                     -                     -                     -                     -                     

固定資産 29                      -                     -                     -                     -                     -                     -                     29                      

其他資産 475,797              411,081              25,994                38,567                155                    -                     -                     -                     

3,420,075           2,041,227           1,035,645           287,870              55,304                -                     -                     29                      

負債

非銀行客戶存款 2,549,218           1,776,575           772,643              -                     -                     -                     -                     -                     

控股和聯營公司存款 579,551              6,658                  572,893              -                     -                     -                     -                     -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                     -                     -                     -                     -                     -                     -                     -                     

其他負債 79,923                15,572                25,763                38,585                3                        -                     -                     -                     

本期稅項 4,092                  -                     -                     -                     4,092                  -                     -                     -                     

遞延稅項負債 784                    -                     -                     -                     -                     -                     -                     784                    

3,213,568           1,798,805           1,371,299           38,585                4,095                  -                     -                     784                    

資産－負債差距 206,507              242,422              (335,654)             249,285              51,209                -                        -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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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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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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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續)

2 信貸風險加權風險承擔

加權風險承擔

澳門幣'000 千

元

匯率風險 -                       

總額 -                       

3 流動資金比率

澳門幣千元

按規定每周最低庫存現金數額 57,923               

平均每周庫存現金數額 333,668             

每月月底特定流動資産 1,995,177          

%

每月月底特定流動資産佔基本負債總額的平均比率 105.2                 

每月最後1周的1個月流動資金比率 98.3                  

每月最後1周的3個月流動資金比率 102.6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本分行於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第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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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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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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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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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續)

4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 (衍生工具交易除外)

5 其他資料

經營租賃承擔

物業租賃到期時間： 澳門幣千元

-  1年內 251                   

-  1年以上但5年內 126                   

總額 377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有關持倉在資產負債表內代客保管賬呈報。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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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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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終母公司/ 董事會

Michael Corbat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iti

Ellen M. Costello

Former President,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BMO Financial Corporation,

and  Former U.S. Country Head,

BMO Financial Group

Grace E. Dailey

Former Senior Deputy 

Comptroller for Bank 

Supervision Policy and Chief 

National Bank Examiner, OCC

Barbara Desoer

Form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itibank, N.A.

John C. Dugan

Chair

Citigroup Inc.

Duncan P. Hennes

Co-Founder and Partner of 

Atrevida Partners,

LLC 

Peter Blair Henry

Former Dean

New York University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S. Leslie Ireland

Former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Intelligence and Analysis,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Jay Jacobs

Former President and Managing 

Director, 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LLC 

(PIMCO)

Renée J. James

Chairman and CEO,

Ampere Computing, and

Operating Executive,

The Carlyle Group

Gary M. Reiner

Operating Partner,

General Atlantic LLC

Diana L. Taylor

Former Superintendent of Banks,

State of New York

James S. Turley

Former Chairman and CEO,

Ernst & Young

Deborah C. Wright

Former Chairman of Carver 

Bancorp, Inc.

Alexander Wynaend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Chairman of the Management 

and Executive Boards, Aegon 

N.V.

Ernesto Zedillo

Directo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fessor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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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tigroup Inc.是本分行的最終控股公司。

Citigroup 董事會 (截至本財務資料披露報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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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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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及資本充足率  進階計算法  標準計算法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130,720                130,720                

第一級資本 132,847                132,847                

總資本 145,918                157,253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14.03% 12.82%

第一級資本比率 14.26% 13.03%

總資本比率 15.66% 15.43%

股東資金 150,122                150,122                

總風險承擔 931,743                1,019,266             

其它財務資料
於2019年12月31日

總資產 1,453,998             

總負債 1,303,262             

貸款總額（扣除信貸損失之準備） 648,667                

存款總額（包括銀行同業之存款） 1,079,840             

 

於2019年12月31

日 

除稅前溢利 22,367                  

此乃中文譯本，如與英文本有歧異，應以英文本為準。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於2019年12月31日

根據多德法蘭克法案的<<科林斯修正案>>相關規定，花旗銀行作為進階計算法銀行之一，

本行需向公眾披露進階計算法及標準計算法下之較低的資本比率。在所披露的兩個時期內，

花旗銀行的可報告普通股權一級資本，第一級資本和總資本比率是根據美國巴塞爾協議III標

準化方法框架得出的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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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披露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續)

7(b) 花旗集團（花旗銀行之控股公司）

附加資料

以百萬美元列示

資本及資本充足率  進階計算法  標準計算法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137,798                137,798                

第一級資本 155,805                155,805                

總資本 181,337                193,682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12.13% 11.81%

第一級資本比率 13.72% 13.36%

總資本比率 15.97% 16.60%

股東資金 193,242                193,242                

總風險承擔 1,135,553             1,166,523             

其它財務資料
於2019年12月31日

總資產 1,951,158             

總負債 1,757,212             

貸款總額（扣除信貸損失之準備） 686,700                

存款總額（包括銀行同業之存款） 1,070,590             

 

於2019年12月31

日 

除稅前溢利 23,901                  

此乃中文譯本，如與英文本有歧異，應以英文本為準。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於2019年12月31日

根據多德法蘭克法案的<<科林斯修正案>>相關規定，花旗銀行作為進階計算法銀行之一，

本行需向公眾披露進階計算法及標準計算法下之較低的資本比率。在所披露的兩個時期內，

花旗銀行的可報告普通股權一級資本，第一級資本和總資本比率是根據美國巴塞爾協議III標

準化方法框架得出的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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