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2019年上半年资本充足率披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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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中国”或“本行”)于 2007 年 3 月 29 日成立并于
2007 年 4 月 2 日正式开业，总行设于上海，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丰银行”或“母行”)全资拥有的外商独资银行，其前身是汇丰银行的原中国内地分支机构。
汇丰银行集团内资本转移须经相关监管机构、母行及当地董事会的审批并接受其监督。
汇丰中国的资本充足率计算以法人银行为单元，包括汇丰中国总行及各分支机构。汇丰
中国目前尚无需要纳入并表的资本投资项目，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为汇丰中国法人口径
数据。
根据汇丰中国目前的资产及资本构成状况，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如下：
1.1 资本的构成状况
汇丰中国总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和二级资本，其中：核心一
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及其他；核心
一级资本扣除项为无形资产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及自身信用风险变化
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二级资本为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由于汇丰银行为汇丰中国的单一股东，并无少数股东资本，未发行优先股等资本工具，
同时汇丰中国亦无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他金融机构的股份，所以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和其对应的资本扣除项，均不适用于汇丰中国。
1.2 风险加权资产构成状况
汇丰中国风险加权资产包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及操作风险加权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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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2.1 资本数量、构成及各级资本充足率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汇丰中国各级资本数量、构成、各级资本充足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余额

核心一级资本

4,836,250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4,470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4,831,780

其他一级资本

-

一级资本净额

4,831,780

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242,090

其他二级资本

-

总资本净额

5,073,870

风险加权资产

31,534,96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15.32%

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15.32%

资本充足率% (总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16.09%

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资本充足率%

8%

储备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的
2.5%，由核心一
级资本来满足。

逆周期资本要求

-

附加资本要求

不适用

2019 年上半年本行实收资本没有变化，无分立及合并事项，亦无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汇丰中国董事会和汇丰银行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和 4 月 29 日批准汇丰中国向汇丰
银行分配现金利润共计等值人民币 31 亿元折合美元，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完成支付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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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风险暴露
(1) 信用风险暴露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汇丰中国权重法计量的信用风险暴露如下表所示：
项目
表内信用风险

风险暴露

未缓释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加权资产

47,624,959

46,203,971

21,386,431

表外信用风险(考虑信用转换系数后)

6,032,452

4,808,701

4,710,561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4,512,453

3,768,150

1,955,885

58,169,864

54,780,822

28,052,877

合计

(2) 逾期及不良贷款总额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行逾期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102,464 万元，不良贷款总额为人
民币 85,947 万元。
(3) 贷款损失准备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行贷款损失准备为人民币 328,037 万元。
(4)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项目

资产证券化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加权资产

风险暴露

222,402

62,774

(5)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本行采用标准法进行市场风险的计量。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其所覆盖的本行风险暴露
包括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以及期权风险。
在市场风险标准法计量下，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行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如下表所示：
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

市场风险 – 利率风险

1,158,502

92,680

市场风险 – 外汇风险

136,823

10,946

市场风险 – 商品风险

76,617

6,129

市场风险 – 期权风险

4,288

343

1,376,230

110,098

总体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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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风险情况
本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算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即最近三年总收入平均数的 15%。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行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及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

操作风险

2,105,860

168,469

(7) 股权投资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行银行账户股权风险暴露及风险加权资产如下表所示：
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加权资产

风险暴露

对工商企业的其他股权投资

1,674

20,922

本行通过债转股取得一家公司的股权，并将择机处置。
(8) 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情况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指市场利率变动对盈利及资本的潜在不利影响。该风险源于非交易
用途资产及负债重新订价的时间错配。本行旨在透过管理该项风险，尽量减低未来利率
变动的影响，并同时设法平衡对冲成本对当前收入的影响。
为管理结构性利率风险，非交易用途资产及负债将根据其重新订价及期限特点转移至资
产负债管理(“BSM”)业务。对于到期日或重新订价特征尚未确定的资产及负债，或者当
某一产品行为特征与合同特征不一致时，则采用行为化方法以评估利率风险状况。BSM
负责在获批准的限额内管理转入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头寸。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负
责监督及审核其整体结构性利率风险状况。利率风险行为化政策须根据集团行为化政策
而制订，并最少每年由本行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审批一次。
本行管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主要手段是，假设所有其他经济变量均保持不变，至少每
季度一次监测经济价值在不同利率境况(模拟模型)下的变动。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 6 种利率境况及假设，
本行银行账簿最大经济价值变动列示如下：
人民币*
23,870

最大经济价值变动
*按本行主要币种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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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净稳定资金比例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46.82%，可用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31,011,713 万元、所需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21,122,61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本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34.95%，可用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29,924,292 万元、所需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22,174,470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本行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33.39%，可用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30,045,324 万元、所需的稳定资金为人民币 22,524,707 万元。

注：本行为非上市公司，无季度和半年度审计财报，因此上述数据均为未经审计数据，
最终结果以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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