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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 收益表資料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481,868  1,247,427  

利息支出 (95,430)  (693,347)  

 ────  ────  

淨利息收入  386,438  554,080  

     

其他營運收入     

外匯買賣收益 

  非交易用途的外匯買賣收益 

41,827 

- 

 41,645 

6,510 

 

持作買賣用途的證券(虧損)/ 收益 (36,242)  79,447  

利率衍生工具買賣虧損 (21,767)  (90,530)  

衍生工具買賣收益/ (虧損) 25,848  (27,485)  

收費及佣金      

- 收入  574,910  599,941  

- 支出 (1,172)  (664)  

其他收入  (640)  (6,281)  

 ────  ────  

 582,764  602,583  

 ────  ────  

總收入 969,202  1,156,663  

 

營運支出 

    

職員開支  (360,030)  (370,282)  

租賃開支  (85,083)  (78,397) 

其他營運支出    

- 固定資產折舊 (137)  (118) 

- 集團服務費分攤 (223,884)  (247,457) 

- 電訊費用 (4,504)  (3,764) 

- 設備費用 (2,643)  (4,069) 

- 法律及專業服務費 (6,449)  (9,933) 

- 交通費用 (258)  (2,409) 

- 訂購服務費 (2,866)  (2,645) 

- 其他支出 (147,279)  (119,867) 

 ────  ──── 

 (836,133)  (833,941) 

 ────  ──── 

撥備前營運盈利 133,069  322,722 

貸款減值(撥備)/ 回撥 (603,167)  41,116 

出售固定資產損失 -  (798) 

 ────  ──── 

稅前(損失)/ 盈利 (470,098)  363,040 

稅項回撥/ (支出)  47,474  (80,875) 

 ────  ──── 

稅後(損失)/ 盈利 (422,624)  282,16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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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I. 資產負債表資料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72,201  4,074,744 

外匯基金結餘 2,969,649  2,485,295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定期存款及貸款    

- 於 1 個月內到期 3,245,680  3,648,504 

- 於 1 至 12 個月內到期的存款 7,462,922  5,171,166 

- 於 1 年後到期的存款 -  463,853 

存放於海外辦事處的金額 16,986,118  12,652,055 

貿易票據, 按撥備後價值 290,872  240,278 

買賣證券, 按公平價值    

- 其他證券 12,668,126  13,704,186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按撥備後價值 50,828,898  49,036,474 

房產結構及設備 7,722  9,562 

其他資產 1,603,795  1,812,115 

 ─────  ───── 

總資產 97,635,983  93,298,232 

 =========  ========= 

    

負債     

尚欠銀行存款及結欠 502,757  440,529 

客戶存款    

- 往來存款 23,641,114  23,705,422 

- 儲蓄存款 2,230,705  2,515,807 

- 定期存款、通知及短期存款 6,818,438  6,907,670 

結欠於海外辦事處的金額 60,946,131  56,195,654 

或然負債及承擔撥備 357,990  23,409 

其他負債 3,138,848  3,509,741 

 ─────  ───── 

總負債 97,635,983  93,298,2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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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i) 貿易票據，按撥備後價值 

  

   

                      貿易票據 369,269  318,030 

                      減值撥備    

- 綜合評估 (2,938)  (2,427) 

- 個別評估 (75,459)  (75,325) 

 ─────  ───── 

 290,872  240,278 

 ========  ======== 

(ii) 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按撥備後價值 

 

   

                      客戶貸款 51,978,130  49,909,752 

                      減值撥備    

- 綜合評估 (516,080)  (515,614) 

- 個別評估 (673,446)  (404,662) 

 ─────  ───── 

 50,788,604  48,989,476 

    

                      應計利息 40,294  46,998 

 ─────  ───── 

 50,828,898  49,036,474 

 ========  ======== 

    

(iii) 或然負債及承擔，按撥備後價值    

 

                      或然負債及承擔 

13,305,273  7,859,771 

                      減值撥備    

- 綜合評估 (23,895)  (23,409) 

- 個別評估 (334,095)  - 

 ─────  ───── 

 12,947,283  7,836,362 

 =========  ========= 

 

 

 

本分行採用內部風險評級及參照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指引對貸款作綜合評估撥備。當管理層對貸款最終收回全

數本息結存有懷疑時，會對該項貸款作出個別評估及撥備。期末之個別及綜合評估撥備均在資產負債表的

「貿易票據」、「客戶貸款及其他應收賬」及「或然負債及承擔」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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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 I I .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續）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iv) 逾期及重組客戶貸款分析如下 

 

    

                      客戶逾期貸款總額     

- 一年以上 397,231  396,606  

 =======  =======  

     

                      就該等客戶逾期貸款作出的個別撥備     

- 一年以上 397,231  396,606  

 =======  =======  

     

                     客戶逾期貸款所佔客戶貸款總額的百分比     

- 一年以上 0.76%  0.79%  

 =======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分行並沒有任何就逾期貸款而持有之抵押品

及沒有重組貸款。本分行沒有予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逾期及重組貸款。 

 

 

(v) 減值客戶貸款及撥備    

    

- 減值客戶貸款 1,502,092  428,832 

 ========  ======== 

- 個別評估撥備 673,446  404,662 

 ========  ======== 

- 減值客戶貸款所佔客戶貸款總額百分比 2.89%  0.86% 

 ========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分行並沒有任何就減值貸款而持有之抵押品

及沒有任何予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減值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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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續）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vi) 其他逾期資產分析如下：    

                     逾期貿易票據    

- 一年以上 75,459  75,325 

 =======  ======= 

    

                     就該等逾期貿易票據作出的個別撥備總額    

- 一年以上 75,459  75,325 

 =======  ======= 

    

                     逾期貿易票據所佔貿易票據總額百分比 20.43%  23.68% 

 =======  ======= 

      

(vii)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分行並沒有任何收回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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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V.  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項目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i) 下列每類資產負債表外項目的名義數額︰   

或然負債及承擔   

- 直接信貸替代項目 1,158,951 2,497,090 

- 與交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126,037 126,498 

- 與貿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4,011,209 3,151,147 

- 出售後再回購協議; 追索權的資產出售或其他  34,264 - 

 交易; 遠期資產購買; 股票及證券的未繳足部分;   

        以及遠期有期存款    

- 其他承擔 19,960,698 15,021,322 

  ──────── 

25,291,159 

──────── 

20,796,057 

 ======== ======== 

衍生工具之合約名義數額 :   

- 匯率合約 240,401,745 80,319,691 

- 利率合約 27,449,531 30,280,966 

 ──────── ──────── 

 267,851,276 110,600,657 

 ======== ======== 

           該等衍生工具之合約名義數額僅顯示資產負債表結算當日未完成的交投量，但不代表存在的風險值。 

 

(ii) 上述衍生工具合約之公平價值分列如下：    

公平價值資產    

- 匯率合約 1,431,796  1,146,540 

- 利率合約 529,794  1,271,984 

 ───────  ─────── 

 1,991,589  2,418,524 

 =======  ======= 

公平價值負債    

- 匯率合約 1,602,349  1,171,643 

- 利率合約 556,450  1,301,656 

 ───────  ─────── 

 2,158,799  2,473,300 

 =======  ======= 

衍生工具之合約名義數額及公平價值數額並沒有計及雙邊淨額結算安排的影響。匯率合約不包括因掉期存

款安排所產生的遠期外匯合約。 



美國銀行 

香港分行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8 

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  分類資料  

    
(i) 按照香港金融管理局之行業分類及定義的客戶貸款總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貸款結餘 

 以抵押品彌償

之結餘 

 

貸款結餘 

 以抵押品彌

償之結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行業分類: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        

工業、商業及金融         

- 物業發展 735,458  -  500,000  - 

- 金融企業 1,881,981  -  1,883,995  - 

- 批發及零售業 457,815  -  1,232,442  -  

- 製造業 6,304,793  -  6,401,504  - 

- 運輸及運輸設備 2,096,537  -  2,130,466  - 

- 電力及氣體燃料 1,477,770  -  984,390  - 

- 康樂活動 46,590  -  46,507  - 

- 資訊科技 1,312,180  -  1,137,304  - 

- 其它 4,710,311  -  5,326,705  - 

 ─────  ─────  ─────  ───── 

 19,023,435  -  19,643,273  - 

        

個人 7,248  -  3,411  - 

貿易融資 7,860,147  -  7,702,291  - 

在香港以外使用的貸款 25,087,300  -  22,560,777  - 

 ─────  ─────  ─────  ───── 

 51,978,130  -  49,909,75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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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 分類資料（續） 
(ii) 按照貸方所在國家或區域的分類的客戶貸款總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借貸方所在國家或區域的分類: 

 

   

- 香港 30,419,759  28,602,158 

- 印度 10,016,975  9,766,870 

- 中國 2,898,915  3,150,378 

- 美國 2,418,595  1,948,539 

- 英國 1,680,231  1,517,997 

- 開曼群島 1,111,088  2,174,194 

- 毛里裘斯 1,081,450  - 

-  澳門 841,479  1,083,926 

-  南韓 474,369  497,557 

- 瑞士 436,598                264,322 

-  馬拉維 310,598  310,048 

-            荷蘭 209,967  69,774 

-  維京群島 48,743  - 

-            墨西哥 10,738  42,298 

-  盧森堡 7,351  464,844 

-            馬來西亞 6,950  6,631 

-            斯里蘭卡 4,072  6,355 

-            法國 93  2,797 

-            澳洲 69  - 

-            愛爾蘭 61  115 

-  日本 28  547 

- 新加坡 1  398 

-            根西島 0  4 

-  臺灣 -  1 

 ─────  ───── 

 51,978,130  49,909,752 

 =========  ========= 

 

 

 

          客戶貸款之國家或地區分類乃依照客戶所在地之地區，經計及風險轉移之因素後而劃定。在一般情況下， 若貸  

          款之擔保人所在地有異於該客戶，則風險轉移至擔保人之所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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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 分類資料（續）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iii)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的逾期客戶貸款： 

 

- 香港 276,445  275,956 

- 開曼群島 82,205  82,059 

- 中國 38,581  38,591 

 ────  ──── 

 397,231  396,606 

 ========  ======== 
 

(iv)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並已作個別評估的減值客戶貸款： 

 

- 香港 1,381306  308,182 

- 開曼群島 82,205  82,059 

- 中國 38,581  38,591 

 ────  ──── 

 1,502,092  428,832 

 =======  ======= 
 

(v)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的逾期貿易票據： 

    

- 香港 75,459  75,325 

 =======  ======= 
 

(vi) 按國家或區域分類的減值貿易票據： 

    

- 香港 75,459  75,3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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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I. 國際債權 

 
百萬港元   非銀行私營機構  

  

銀行 

 

官方機構 

非銀行 

金融機構 

非金融 

私營機構 

 

總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發達國家 17,177 - 23 5,010 22,210 

       其中︰ - 美國 17,169 - - 2,715 19,884 

       

- 離岸中心 1,805 - 2,647 25,049 29,501 

       其中︰ - 香港 1,805 - 2,647 21,772 26,224 

       

- 發展中非洲和中東地區 - - - 311 311 

      

- 發展中亞太地區 11,264 - 584 16,764 28,612 

       其中︰ - 中國 5,373 - - 6,621 11,994 

 - 印度 1,165 - 584 9,657 11,406 

      

- 發展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 - - 11 11 

  ───── ───── ───── ───── ───── 

  30,246 - 3,254 47,145 80,645 

  ======= ======= ======= ======= =======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發達國家 12,720 - - 4,397 17,117 

       其中︰ - 美國 12,664 - - 2,074 14,738 

       

- 離岸中心 1,045 - 4,107 24,459 29,611 

       其中︰ - 香港 1,045 - 4,107 21,102 26,254 

       

- 發展中非洲和中東地區 - - - 310 310 

      

- 發展中亞太地區 13,135 3,041 583 12,863 29,622 

       其中︰ - 中國 6,940 3,041 - 3,158 13,139 

 - 印度 1,164 - 583 9,195 10,942 

       

-      發展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 - - 42 42 

  ───── ───── ───── ───── ───── 

  26,900 3,041 4,690 49,134 76,702 

  ======= ======= ======= ======= ======= 

       

國際債權的資料顯示對海外交易方的最終風險的地區分佈，並在計入任何風險轉移後按照交易方所在地計算。

一般而言，假如債務的擔保人所處地區與借貸人不同，或債務由銀行的海外分行作出而其總公司位處另一國

家，則會確認國家的風險轉移。經顧及任何風險轉移後，某國家或區域 (包括香港) 分項佔跨國債權總額百分

之十或以上者，便予以披露。 

 

總行、 分行與附屬公司之間的債權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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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II. 貨幣風險 

 

本行所持有買賣、非買賣及結構性倉盤外匯淨盤總額的百分之十或以上的貨幣列出如下: 

 

百萬港元 美元 其他 總數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現貨資產 69,379 11,078 80,457 

現貨負債 (73,548) (7,473) (81,021) 

遠期買入 113,012 123,812 236,824 

遠期賣出 (109,494) (127,433) (236,927) 

期權淨持倉量 - - - 

 ──── ──── ──── 

短盤淨額 (651) (16) (667) 

 ======== ======== ======== 

結構性倉盤淨額 - - - 

 ======== ======== ========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現貨資產 65,403 12,349 77,752 

現貨負債 (69,155) (8,191) (77,346) 

遠期買入 31,636 41,655 73,291 

遠期賣出 (28,189) (45,922) (74,111) 

期權淨持倉量 - - - 

 ──── ──── ──── 

短盤淨額 (305) (109) (414) 

 ======= ======== ======== 

結構性倉盤淨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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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VIII. 流動性資料 

 

(i) 流動性比率 

 季度結束              季度結束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三個月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 51.66%  58.23% 

    

三個月平均核心資金比率 224.98%  不適用 

  

 

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該分行被香港金融管理局指定為 2A 類機構，故此需要根據《銀行業(流動性)規

則》符合所有由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生效的核心資金比率計算及披露要求。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 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是每個公曆月的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的算術平均數。 

 

 

(ii) 資金流動性風險管理程序 

 

本公司的流動資金管理乃按照集團流動性的策略，並遵循所有本地監管條例及由本地監管機構規定之所有法

定要求及指引。本公司的司庫執行以下的步驟去監察資金的流動性: 

 

 通過監察未來之現金流量以管理本公司每日的資金營運; 

 持有可銷售的資產組合，當遇上不可預期的現金流干擾時，可容易地變現應付所需; 

 監察資產負債表的流動性，以符合內部及法定要求; 

 管理層覆核資產負債表的概況及到期日的缺口; 及 

 報告有關對內部及法定要求的不遵循。 

 

 

(iii) 資金來源如下: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額千港元 

佔負債總額

的百分率 總額千港元 

佔負債總額

的百分率 

主要的融資工具     

- 資金來自有關連的機構        69,051,451  71.29%    63,543,844  68.13% 

- 資金來自銀行同業          359,239  0.37%      237,340  0.25% 

- 客戶存款        24,753,589  25.56%    25,226,624  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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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X. 內地風險承擔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以下對非銀行類客戶的國內相關授信風險額之分析乃參照香港金融管理局有關申

報表所列之機構類別及直接風險之類別以分類。 

 

  

 

資產負債表 

內之風險  

 資產負債表 

外之風險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10,323,734 

 

214,631 

 

10,538,365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781,930 - 781,930  

中國籍境內居民或其他在境內註冊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   

      合資企業 

  9,087,061 3,688,813 12,775,874  

不包括在上述第一項中央政府內的其他機構   - - -  

不包括在上述第二項地方政府內的其他機構   - - -  

中國籍境外居民或在境外註冊的機構，其用於境內的信貸   1,927,313 2,944,406 4,871,719  

其他交易對手而其風險承擔被視為非銀行的內地風險承擔   569,442 349,423 918,865  

   ──── ──── ────  

總數    22,689,480 7,197,273 29,886,753  

   ======== ======== ========  

減值準備後的資產總額   96,855,369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格總額的百分率 

   

2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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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包括香港辦事處）  

 
IX. 內地風險承擔（續）  

 

  

 

資產負債表 

內之風險  

資產負債表 

外之風險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12,573,862 

 

- 

 

12,573,862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持有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   776,454 - 776,454  

中國籍境內居民或其他在境內註冊的機構、其附屬公司及 

      合資企業 

  7,615,963 630,464 8,246,427  

不包括在上述第一項中央政府內的其他機構   - - -  

不包括在上述第二項地方政府內的其他機構   - - -  

中國籍境外居民或在境外註冊的機構，其用於境內的信貸   2,944,671 1,446,808 4,391,479  

其他交易對手而其風險承擔被視為非銀行的內地風險承擔   1,427,147 155,024 1,582,171  

   ──── ──── ────  

總數    25,338,097 2,232,296 27,570,394  

   ======== ======== ========  

減值準備後的資產總額   93,274,823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 

      佔資格總額的百分率 

   

27.16% 

   

   ========    

 

 

      

       X.  其他資料 

 

(i) 主要業務  

 

本分行之主要業務為企業銀行業務及環球資本市場業務。企業銀行業務包括為金融機構和企業客戶提供資金 

管理、貸款、存款、貿易融資及財資方案。另外，環球資本市場包括外匯買賣及債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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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綜合資料（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I .  資本及資本充足比率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標準計算法 )  11.50%   11.90% 

-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高級計算法 )  13.00%   12.90% 

- 一級資本比率  (標準計算法 )  13.00%   13.50% 

- 一級資本比率  (高級計算法 )  14.70%   14.60% 

- 總資本比率  (標準計算法 )  15.10%   16.10% 

- 總資本比率  (高級計算法 )  16.50%   16.60%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股東資金總數  277,119   272,924 

- 風險加權數額 (標準計算法 )  1,552,869   1,480,439 

- 風險加權數額 (高級計算法 )  1,380,382   1,371,548 

     

資本充足比率乃根據巴賽爾資本協定計算。此外，本銀行亦根據聯邦儲備銀行、美國貨幣管理審計署與聯邦存款保險

機構聯合發出之法定資本指示採納一項市場風險措施計算法定資本。此外，監管資本比率反映了巴塞爾公約 III 的過渡

規定。 

 

II. 其他財務資料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資產總數  3,029,894  2,819,627 

- 負債總數  2,752,775  2,546,703 

- 貸款總數 (按撥備後價值) 904,833  909,059 

- 客戶存款總數  1,909,142  1,795,480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稅前盈利 17,208  8,330 

    

本披露聲明書已存放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查冊處及https://www.bofaml.com/en-us/content/apac-

hongkong.html，以供公衆查閱。 

https://www.bofaml.com/en-us/content/apac-hongkong.html
https://www.bofaml.com/en-us/content/apac-hongkong.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