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股东函
尊敬的各位股东：
在我一年前刚履任首席执行官后向大家
致函时，我曾描述了公司的三大主要
目标。首先，我希望花旗创造持续、
稳定、优质的收益。其次，我希望花旗
凭借在我们工作的每个方面都能做出明智
决策而闻名于世。最后，我总结道在花旗
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彻底重塑信誉、建立
牢固关系之前，我不会感到满意。
请允许我概述一下 2013 年我们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
所取得的进展，并介绍我为公司在 2014 年及未来设定的
规划。
对公司和我个人而言，2013 年是一个忙碌之年。我旅行
了大约 20 万英里，到访了 53 个城市，平均每天会见两
位客户，与我到访的几乎每个国家的监管部门人员交谈，
与投资者开展数十次互动，并至少每周一次在内部会议上
与我们的员工交谈。
所有这些沟通的一致主题是使我们的利益相关方认可并同
意我们目前的全球策略——专注于全球化、城市化和数字
化的主要长期趋势——是正确的。这三种趋势能相互加
强，巩固彼此。凭借我们业界领先的全球网络，遍布全球
顶尖城市的业务，以及针对我们个人业务和机构业务设定
的宏伟的数字化规划，花旗得以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惠及
我们的客户。

高沛德
首席执行官

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对于我们能够成功执行策略并充分
发挥花旗巨大潜力表示怀疑的声音。我深知我们能够做

即使在面对监管、法律和其他方面的诸多挑战，我们仍然

到，我也相信我们在 2013 年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能够实现盈利持续增长。当多个市场因美联储宣布将逐步
缩减其量化宽松计划而惴惴不安时，我们能够在这个波动

首先，从根本上说，我们全年实现盈利 137 亿美元——创

剧烈的一年里谨慎管理好我们的风险。

下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在大多数发达市场增长远
低于过去应有水平，且许多新兴市场增长脚步较近年来的

尤其是在营收艰难的环境中，绝大部分支出都在我们的

峰值显著放缓的情况下，这一业绩证明了我们公司业务的

掌控之下，它被视为管理效率的重要指标。值得高兴

强大适应能力，以及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

的是，我们兑现了 2013 年的承诺并通过重新定位举措

持续表现出色的能力。

节约了 9 亿美元，这有助于进一步控制我们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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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花旗公司 (Citicorp) 的整体贷款组合提升了 6%。

欺诈行为造成的财务影响是可以计算出来。但是其对公司

此外，我们实现并超越了我们在 2011 年所做的承诺，即

信誉的损害却难以估量。信誉是使我们得以实现目标的

在三年内向美国小企业提供 240 亿美元贷款。2013 年发

货币。这对客户（我们每天服务的核心部分）、监管部门

放的 91 亿美元贷款比 2009 年高出两倍多，这使我们的

（其授予我们许可以开展业务）、员工（我们需要通过

总放贷额达到 266 亿美元，从而使众多小企业能够启动

将花旗打造成最佳工作场所以吸引他们）及我们的股东

业务、扩大经营、增加工作岗位并且将他们的激情转化为

（我们需要其信任以获取成功，而且我们将持续竭力赢得

成功的事业。

其信任）而言均是如此。

此外，我们在数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上取得了良好进展。

我希望大家了解，我已非常清楚地向所有员工表明我期望

我们解决了一些重大的抵押贷款诉讼，利用 25 亿美元

他们每个人均能达到最高标准。我们现在正推出一项综合

递延所得税资产，进一步减少了花旗控股 (Citi Holdings)

计划——包括提升培训和持续关注负责任的金融——以

25％ 的资产，并将花旗控股的年度亏损削减了一半。

支持并加强我们已经践行 200 多年的公司价值观。

这些数字有助于证明我们的经营模式创造资本的能力。在
2013 年期间，我们创造了逾 200 亿美元的受监管资本，
并且根据《巴塞尔资本协定 III》，以 10.6% 的预计一级
普通资本率为 2013 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比我们在年初
设定的目标高出 60 个基点。在年末，我们的补充性杠杆

2013 年营收：720 亿美元
按业务

按区域

比率达到了 5.4%。关键是，我们在 2013 年的资本计划
未遭到联储局的异议。

EMEA
16%

NA
44%

GCB
53%
S&B
32%

LATAM
19%

去年，我曾告诉大家我的首要关注点将是执行我们的

ASIA
21%

策略。2013 年，我们落实了多项关键工具以帮助我们

CTS
15%

最大程度发挥花旗业务的潜力。我们设计出详细、严格
但切合实际的计分卡，以评判我们公司 500 多位高级
领导者的表现。我们将我们的 101 个国家分成四个类别
（或“分区”）以帮助我们优先考虑将资源投入对客户

NA — 北美洲

GCB — 全球消费金融业务

EMEA — 欧洲、中东和非洲

S&B — 证券和银行业务

LATAM — 拉丁美洲

CTS — 花旗交易服务

区域业绩不包含公司／其他项。

最为重要的部分和领域。同时，我们宣布了我们要在
2015 年实现的三项目标——资产收益、有形普通股权

花旗公司 2013 年营收

收益和运营效率——并且，2013 年我们在这三项中的
表现均有所提升。
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创造优质的收益。但 2013 年的
业绩也有出乎我们意料的地方，也说明了关于道德不慎的
事件会把我们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我们发现通过墨西哥
境内的一项应收帐款融资计划支付的发票遭篡改，导致我
们在 2013 年的净收益减少了 2.35 亿美元。在迅速完成审
查类似贷款计划的同时，我们也继续深入调查墨西哥事件
的情况并确定任何需要通过强化监督或改善流程加强控制
的地方。我们现正通过每一个可能的途径追讨这些资金并
严惩罪行——无论那些人来自公司内部还是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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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股东函
我深知，花旗拥有强健的文化，而且绝大多数员工能够明
辨是非，努力在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正确行事。但我也明
白，只需一个人即可将我们辛苦树立的信誉毁于一旦。
7.2%

7.9%

8.6%

9.3%

8.7%

展望未来，我们已为 2014 年设定了清晰的目标。我们

10.0%

10.5%

4.9%

5.1%

10.6%

5.4%

必须坚持朝着实现 2015 年财务目标的方向迈进。我们也
希望能在今年解决更多历史遗留的问题，妥善解决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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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时期留下的法律积压问题。
由于花旗控股目前仅占我们资产负债表的 6%，我们的
重心已从出售资产转移到减少剩余的投资组合对我们的
收益造成的拖累。我们期望在今年进一步减少花旗控股

《巴塞尔资本协定 III》风险加权资产（10 亿美元）

产生的亏损，以使我们更接近收支平衡。毫无疑问，所

$1,272

节省的每一美元均会直接归入效益中。我们预期继续通过

$1,206
2

$1,192

$1,168

2

补充性杠杆比率（《巴塞尔资本协定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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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V／股份
1

在我们的核心业务中，我们会继续努力整合并简化我们的
2

产品和服务，以确保我们能在多种服务方式和地区间为
我们的消费业务从目前的更像是 36 家本地银行的联合体

$1,237

一级普通股本（《巴塞尔资本协定 III》）

创造美国收益，来利用我们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客户提供无缝体验。一项正在进行中的重大计划就是将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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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 年第四季度花旗控股 (Citi Holdings) 占预估《巴塞尔资本协定 III》风险加权
资产大约 19%。
花旗集团预估《巴塞尔资本协定 III》一级普通股本率和预估补充性杠杆比率是非公认会
计原则财务指标。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表 10-K 中《花旗 2013 年度报告》的“资本
资源”一节。
每股有形帐面价值是非公认会计原则财务指标。 有关此指标与最直接可比的公认会计
原则指标的调节，请参见表 10-K 中《花旗 2013 年度报告》的“资本资源”一节。

转变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银行。我们现正合并多个
平台、流程和产品，目的在于向在各地生活、工作或旅行

花旗集团关键资本指标

的客户以及我们所有产品线的客户提供始终如一的非凡
体验。
在机构客户部门，我们将之前的金融市场部与投资者服
务、直接托管和清算业务进一步整合，使我们更有能力提
供更完整全面的服务，同时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尤其是
在经营和技术方面。在业务发展的同时适应更高标准的资

$7971

本、杠杆和对手方风险要求方面，花旗作为业界领先的整
合式服务平台提供者，可以说独具优势。
$458

我们将继续投资我们全球网络的支柱业务——财资与贸易
$313

解决方案，同时聚焦花旗在付款方面的强大优势。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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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控股 EOP 资产（单位：1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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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本友善型业务，且不易复制。我们耗时数十载才建立
并保持毋庸置疑的全球行业领导者身份。

花旗自行车(Citi Bike)®
为实现这一切，我们必须以去年已落实的工作为基础，继
续提升执行力水平。
我们将专注于构建恰当的客户群：那些最符合我们业务模
式且我们能为他们创造最大价值的机构和消费者。我们将
简化并合理化我们的系统和流程，在提升效率的标准化与
员工最好地服务客户所需的灵活性和授权之间找到恰当的
平衡点。我们将希望通过在开展业务的每个城市和国家整
合运营，最大程度缩减高成本的零散业务，从而节约时间
和金钱。我们节约的大多数资源将被重新投入能够创造最
大回报的业务中，还有专门用于改进我们的技术和数字化
程度。去年，我们推出了我们的两个最成功平台的平板电

无锁、骑乘、享受和归还
当纽约市着手创办一个不花费公共资源的公共自行车
共享计划时，花旗意识到这是一个支持突破性计划的
独特机会，该计划将创造一个全新的、可持续的运输网
络并改善纽约市民的生活，因此花旗自行车(Citi Bike)®
计划应运而生。
该计划自 2013 年 5 月推出以来，花旗自行车计划已
成为美国最大且增长最迅速的自行车共享计划，并已
成为城市街道上一道熟悉的风景线。凭借年票、周票
或一日通票，人们可在一年 365 天，全天候地在市内
数百个站点使用数以千计的蓝色自行车。

脑和智能手机版本——Citi VelocitySM 和 CitiDirect BESM，
如今，交易员和财务人员能够在有无线网络的任何地方开
展业务。通过将我们的个人银行业务中的智能银行网点与
其他创新相结合，我们在实现全球数字银行的目标方面已
建立起核心优势。
同时，我们在过去数年里已取得不少成就。我们已重新关
注分行运营，构建执行工具并努力工作以重新树立我们的
信誉。尽管还有很多工作尚待完成，但我们已为未来的成
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绩，都为未来
更大的成就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顺颂时祺，

花旗自行车® 是美国最大的自行车共享计划。该系统于 2013 年 5 月起
向公众开放，共有 330 个站点及 6,000 辆自行车。花旗自行车计划由
NYC Bike Share 经营。

每个站点均设有触摸屏亭、所服务的区域和周围环境的
地图，及一个可以用卡或钥匙解开单车以供租用的泊位
系统。
高沛德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

2013 年，花旗自行车® 的骑车者共计骑车 630 万次，
行驶路程超过 1,150 万英里，远远超过其他主要的
自行车共享城市。Parks & Trails New York 授予花旗
George W. Perkins 奖，以表彰花旗在帮助创建花旗
自行车计划中的杰出环境领导力。

“在推动创建花旗自行车计划® 时，花旗
体现了其领先支持创新城市计划的
风范，并为纽约市的发展和进步作出
主要贡献。”
－前纽约市市长 Michael R. Bloomberg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