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譯本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資産負債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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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産

現金 -                    -                    -                    

AMCM存款 540,255             -                    540,255             

應收賬項 -                    -                    -                    

在本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

的活期存款 15,167               -                    15,167               

在外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

的活期存款 1,751,186          -                    1,751,186          

其他資産 -                    -                    -                    

客戶貸款和墊款 247,319             -                    247,319             

AMCM發行的可供出售證券 449,518             -                    449,518             

在外地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通

知及定期存款 -                    -                    -                    

債務人 710                   -                    710                   

設備 173                   160                   13                     

開辦費用 1,048                 1,048                 -                    

其他固定資産 -                    -                    -                    

內部及調整賬 178,050             -                    178,050             

總額 3,183,426          1,208                 3,182,218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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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産負債表 (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總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負債

活期存款 2,347,378          

通知存款 -                    

定期存款 116,000             2,463,378          

外幣借款 267,727             

應付支票及票據 10,502               

債權人 43,524               

其他負債 198                   321,951             

內部及調整賬 184,439             

其他儲備 5,933                 190,372             

歷年營業結果 200,758             

本期營業結果 5,759                 206,517             

總額 3,182,218          

備忘帳

抵押賬 119,743             

保證及擔保付款 248,817             

信用狀 136,086             

其他承諾 2,188,372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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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營業開支 6,729                 營業收益 15,899               

薪酬 1,170                 銀行服務收益 2,604                 

界定供款計劃的供款 1                       其他銀行服務收益 573                    

其他人事費用 134                    

第三者作出的供應 -                    

第三者提供的勞務 824                    

其他銀行費用 3,004                 

折舊開支 16                      

營業利潤 7,198                 

總額 19,076               總額 19,076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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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計算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營業損失 -                    營業利潤 7,198                 

營業利潤的稅項撥款 1,256                 

根據金融體系法律制度

增撥的備用金 183                    

根據金融體系法律制度
的營業結果 5,759                 

總額 7,198                 總額 7,198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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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2020年 
6月30日

澳門幣'000

營業活動

稅前利潤 7,198                 

調整項目：

折舊開支 16                      

其他非現金項目 -                    

7,214                 

營業資産(增加)/減少：

客戶貸款和墊款 260,961             

原定到期期限超過3個月的在外地銀行和金融機構的
通知及定期存款 -                    

交易用途的金融資產 -                    

其他資產 297,037             

557,998             

營業負債增加/(減少):

客戶存款 (85,840)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和結餘 (353,400)            

交易用途的金融負債 -                    

其他負債 152,609             

(286,631)            

營業活動產生/(所用) 的現金 278,581             

已付澳門所得補充稅 -                    

營業活動產生/(所用) 的現金淨額 278,581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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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2020年
6月30日

澳門幣'000

投資活動

購入固定資產付款 -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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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581             

於2020年1月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429,311           

於2020年6月30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707,892           

營業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

已收利息 16,478               

已付利息 (6,922)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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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資料

1 衍生工具

(a) 衍生工具的名義金額

2020年
6月30日

澳門幣'000

貨幣衍生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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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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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信貸風險加權風險承擔

加權風險承擔
澳門幣'000

利率風險 -                    

匯率風險 -                    

總額 -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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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行於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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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行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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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行訂立的衍生工具合約的名義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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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關聯方交易

與集團公司的交易

 花旗銀行
附屬公司

和最終控股公司 
 花旗銀行分行

和總行 
 2020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利息收入 10                         3,867                     

利息支出 (41)                        (4,733)                   

營業收益 -                        2                           

營業開支 (1,608)                   (1,340)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 (1,639)                   (2,204)                   

存放存款

期初結餘 -                        406,643                 

期末結餘 -                        -                        

平均結餘 -                        203,322                 

接受存款

期初結餘 -                        579,551                 

期末結餘 -                        267,727                 

平均結餘 -                        423,639                 

現金和短期資金

期初結餘 -                        1,123,139              

期末結餘 -                        1,751,186              

平均結餘 -                        1,437,163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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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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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關聯方交易的數額及於期終的結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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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關聯方交易 (續)

與集團公司的交易 (續)

 花旗銀行
附屬公司

和最終控股公司 
 花旗銀行分行

和總行 
 2020年
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澳門幣'000 澳門幣'000

其他資産

期初結餘 -                        411,221                 

期末結餘 -                        616                       

平均結餘 -                        205,919                 

其他負債

期初結餘 3                           926                       

期末結餘 -                        43,553                   

平均結餘 2                           22,240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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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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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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54             -                   -                   -                   -                   

香港特區 其他 -                   3,865                -                   -                   -                   

總額 243,454             3,86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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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454             -                   -                   -                   -                   

貿易 (批發及零售業) -                   3,865                -                   -                   -                   

總額 243,454             3,86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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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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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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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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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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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518                -                       

香港特區 銀行 -                       -                       

總額 449,518                -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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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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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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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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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産

現金和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結存 2,306,608         2,306,608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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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特區政府及/或AMCM發行的證券 449,518            -                   199,840            249,678            -                   -                   -                   -                   

非銀行客戶貸款和墊款 247,319            3,865                232,065            11,38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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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産 13                    -                   -                   -                   -                   -                   -                   13                    

其他資産 178,760            713                  42,557              91,873              43,617              -                   -                   -                   

3,182,218         2,311,186         474,462            352,940            43,617              -                   -                   13                    

負債

非銀行客戶存款 2,463,378         2,347,378         116,000            -                   -                   -                   -                   -                   

控股和聯營公司存款 267,727            48,234              219,49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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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負債 232,511            54,449              42,551              91,894              43,617              -                   -                   -                   

本期稅項 5,333                -                   -                   1,899                1,898                1,536                -                   -                   

遞延稅項負債 819                  -                   -                   -                   -                   -                   -                   819                  

2,969,768         2,450,061         378,044            93,793              45,515              1,536                -                   819                  

資産－負債差距             212,450            (138,875)               96,418             259,147                (1,898)                (1,536)                      -                    (806)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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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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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貨幣風險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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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556              1,433,323           1,452                 1,213                 2,185,544           

現貨負債 (788,978)             (1,417,310)          (1,452)                (1,213)                (2,208,953)          

遠期買入 -                     -                     -                     -                     -                     

遠期賣出 -                     -                     -                     -                     -                     

倉盤淨額 (39,422)              16,013                -                     -                     (23,409)              

5 流動資金比率

澳門幣'000

按規定每周最低庫存現金數額 51,703                

平均每周庫存現金數額 520,131              

每月月底特定流動資産 2,092,197           

%

每月月底特定流動資産佔基本負債總額的平均比率 106.0                 

每月最後1周的1個月流動資金比率 110.0                 

每月最後1周的3個月流動資金比率 110.6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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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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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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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列示了本分行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所持流動資産的算術平均值和流動資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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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產負債表外承擔 (衍生工具交易除外)

7 其他資料

經營租賃承擔

物業租賃到期時間：           澳門幣'000

- 1年內 251                    

- 1年以上但5年內 -                     

總額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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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帳呈報。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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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Fraser

President of Citi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Global Consumer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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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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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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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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計算法  標準計算法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137,476              137,476 

第一級資本              139,560              139,560 

總資本              155,799              163,574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13.97% 13.77%

第一級資本比率 14.19% 13.98%

總資本比率 15.84% 16.38%

股東資金              153,311              153,311 

總風險承擔              983,824              998,456 

其他財務資料

於2020年6月30日

總資産           1,633,678 

總負債           1,479,751 

貸款總額 (扣除信貸損失之準備)              626,351 

存款總額 (包括銀行同業之存款)           1,244,403 

 半年至

2020年6月30日 

除稅前溢利                  2,739 

花旗銀行 - 澳門分行
財務資料披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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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披露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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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化方法得出的較低水平，而花旗銀行的總資本比率是根據美國巴塞爾協議III先進方法

框架得出的較低水平。

於2020年6月30日

1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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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43              139,643 

第一級資本              157,631              157,631 

總資本              187,553              196,452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11.59% 11.76%

第一級資本比率 13.08% 13.28%

總資本比率 15.56% 16.55%

股東資金              191,622              191,622 

總風險承擔           1,205,123           1,187,331 

其他財務資料

於2020年6月30日

總資産           2,232,715 

總負債           2,040,413 

貸款總額 (扣除信貸損失之準備)              658,872 

存款總額 (包括銀行同業之存款)           1,233,660 

 半年至

2020年6月30日 

除稅前溢利                  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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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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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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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披露的時期內，花旗

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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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進方法框架得出的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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