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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 
香港分行 

主要財務資料披露聲明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止之財政年度 

• Wells Fargo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富國銀行）是一間根據美國法律而成立的有限責

任銀行。 

• 為遵守《銀行業（披露聲明）規則》，本行已在其網站 

(https:/ /global.wf.com/disclosures/ (英文版））設立「香港分行披露聲明」部分 ，以依

《銀行業（披露聲明）規則》要求在《財務披露聲明》文件載列與披露聲明相關的資料。 

• 本聲明書展列於本行下列分行的銀行大堂，地址如下：

香港金鐘皇后大道東 1號

太古廣場三座 27樓 

• 聲明書副本乙份，已送呈香港金融管理局公眾登記處，供公眾查閱。 

• 對本聲明書倘有疑問，請致電 +852 3856 0870 與李明先生（亞太區首席財務官）聯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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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根據銀行業（披露）規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年度之主要財務資料披露聲明書

甲部一香港分行資料 

I. 未經審計損益賬資料

截至二O二一年 截至二0二0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i) 利息收入 80,262 228,563 

(ii) 利息支出 (11l583) (1431825} 

淨利息收入 68l679 841738 

(iii) 非利息收入 

- 外幣非買賣性質的收益減虧損 (180) 3,495 

- 出售物業廠房和機械的收益減虧損 55 (172) 

- 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108,322 106,674 

- 其他 1l318l573 114061713 
總非利息收入 1l426l7J0 1£516£710 
總收入 1l49Sl449 1,601,448 

(iv) 營運支出 

- 員工成本 (759,757) (934,429) 

- 租金支出 (99,753) (95,631) 

- 其他 (566,229) (601,662) 

(v) 減值資產之回款及回撥

「 總支出 (1l425l7J9) (1,631,722) 

除稅前盈利／（虧損） 69,710 (30,274) 

(vi) 本年度稅項支出 (9l613} (4,958} 

除稅後盈利／（虧損） 60,097 {35123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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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II. 未經審計資產負債表資料

截至二O二一年 截至二0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i) 現金及銀行存款 92,279 1,049,663 
（不包括存放於海外辦事處的金額） 

(ii) 銀行貸款於 1 至 12 個月內到期

（不包括存放於海外辦事處的金額） 

(iii) 銀行存款於 1 至 12 個月內到期 233,817 
（不包括存放於海外辦事處的金額） 

(iv) 外匯基金票據 852 
(v) 存放海外辦事處金額 1,126,809 794,583 
(vi) 貿易票據 2,642,247 3,114,693 
(vii) 貸款及其他賬目

客戶貸款 2,280,574 3,335,147 
應計利息及其他賬項 162,954 203,976 
減值資產之減值準備 

(viii) 物業，廠房和機械及物業投資 185l471 223,101 

總資產 6,491,186 8,955,844 

負債 

(i) 客戶存款

－活期存款及往來賬戶 8,238 
－儲蓄存款 222,618 

－定期，即期及短期通知存款 8,303 

(ii) 海外辦事處之結餘 5,451,312 7,735,282 

(iii) 其他負債 1,039,874 981,403 

總負債 6,491,186 8,95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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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富國銀行一香港分行

業務回顧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Bank, N.A.) -香港分行（即＂分行＂）是富國銀行（即＂總行＂）的一間分行．

分行的主要業務是透過貸款，存款，貿易融資和相關產品，藉此為金融機構 (Fl ) 和公司客戶提供服務 · 分行作為區域樞

紐．支持富國銀行全亞洲的客戶。 

2021 年全年收入收縮 6.62%至港幣 14.95 億元· 淨利息收入收縮 18.95%至港幣 0.69 億元．非利息收入收縮 5.93%

至港幣 14.2 6 億元，總支出收縮 12.62% 至港幣 14. 25 億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總資產（不包括集團間結餘）為港幣 65 億元 。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總負債（不包括

集團間結餘）為港幣 10 億元· 客戶貸款總額由 2021 年 6 月 30 日收縮 31.62%到港幣 23 億元，客戶存款則由 2021

年 6 月 30 日收縮 100% 至港幣零元．

本分行整髏流動性狀況良好，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1 日止三個月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為 2903.90%· 而 2 021 年 9

月 3 0 日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為 777.02% 和 2020 年 12 月 3 1 日止三個月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為 380.97% 。

銀行的財務數據反映了本行於本地投入大量資源，用以加強銀行的整體內部控制 ， 並有效地管理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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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Ill.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 

1. 客戶貸款總額

抵押品價值 客戶貸款總額 抵押品價值 客戶貸款總額

二 O二一年 二 O二一年 二 0二一年 二 0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行業類別細分：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

－工商金融 

- 個人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的貸款

貿易融資 2,280,574 3,335,147 
在香港以外使用的貸款

客戶貸款總額 2,280,574 3,335,147 

客戶貸款總額 客戶貸款總額

二0二一年 二O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按地域分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美國 2,280,574 313351147 
客戶貸款總額 2,280,574 3,335,147 

以上客戶貸款之地區分析 ． 乃是按客戶所在地作出地域分類· 並已計及風險轉移·一般而言．倘貸款由並非客戶所在

地之另一國家內之某 —方擔保．風險轉移便會產生． 

2. 銀行貸款總額 二0二一年 二O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鋹行貸款總額

於二 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對其他金融機構並無任何的貸款（於二 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零）·

於二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並無個別減值準備及暫緩利息（於二 0二0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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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Ill.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議） 

3. 國際債權

非銀行私人機構

非銀行金融機 非金融私人機

百萬港元 銀行 官方機構
搵 搵

其他 總額

二 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發展中的亞太區 2,101 2,101 
其中－中國 1,781 1,781 
發達國家 104 2,341 2,445 
其中－美國 45 2,341 2,386 

二 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發展中的亞太區 3,547 3,547 

其中一中國 3,071 3,071 
發達國家 498 3,335 3,833 
其中－美國 443 3,335 3,778 

以上國際債權構成不少於 10% 所有國際債權乃是按交易對手所在地作出地域分類，並已計及風險軸移。一般而言，

倘貸款由並非客戶所在地之另一國家內之某一方擔保，或該債權的履行對象是某銀行的海外分行．而該銀行的總辦事

處並非設於交易對手的所在地，風險轉移便會產生． 

4. 減值資產之減值準備：

綜合減值準備最終是由美國總行在評估本行的全球貸款及墊款及其他風險之信貸風險程度後作出．

管理層視乎情況所需會就個別貸款及墊款或其他風險作出個別減值準備·

於二 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沒有任何綜合減值準備（於二 0二＿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零）。 

5. 個別減值貸款乃指全數償還本金及／或利息機會甚微之貸款· 貸款如出現客觀減值證據，便作減值貸款處理·二 

O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減值貸款金額為零（於二 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零）． 

6. 於二 0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沒有任何客戶逾期貸款（於二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零）． 

7. 於二 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本行沒有任何對客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重組貸款（於二 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的金額為零）。 

8. 於二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本行沒有任何銀行的逾期貸款超過 3 個月（於二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零）．

於二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沒有其他金融機構逾期貸款（於二 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零）． 

9. 於二 o=-年十二月三十—日．本行並沒有任何收回資產（於二 0二—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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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Il l.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緬） 

10. 對內地非銀行對手方的風險承擔：

二 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 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價表外 風險總額 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 風險總額

交易對手

內的風險額

港幣

百萬元

的風險額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藹元

內的風險額

港幣

百萬元

外的風險額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對非內地註冊公司及非居

於中國內地的公民而所受 2,001 267 2,268 2,318 627 2,945 

信貸用於中國內地

總額 2,001 267 2,268 2,318 627 2,945 

扣除減值準備後的總資產 
6,491 8,956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額佔 
30.83% 25.88% 

總資產的百分比 

11. 所承受的外匯風險：

如個別外匯之持倉淨額（按絕對數值計）佔所有外匯淨持倉額的 10%或以上 ， 其持倉淨額便予以下 ．

貨幣

二 0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菓元

羊7兀一

二 0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美元

現貨資產 6,244 8,561 

現貨負債 (6,154) (8,607) 

潁期買入 140 254 

還期賣出 {270} (243) 

（短）／長盤淨額 {40) (35) 

於二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並沒有任何結構性倉盤淨額及期權盤淨額（於二 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

零）． 

8 



富國銀行 � 
香港分行 

IV. 未經審計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項目資料 

(i) 或然負債及承擔

各項重大或然負債及承擔之合約額摘要如下·

二 0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二 O二＿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直接信貸替代項目 

與貿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其他承擔

一年或以下 

18,409 

798,952 

600l524 

1,553 

1,737,580 

285,865 

總額 1,417,885 2!0241998 

上述金額乃於最壞情況下迴些工具所產生之信貸風險．並未計入所持有之任何抵押品或附帶之其他信貸保障措

施。該等金額並不代表資產負債表日之風險金額． 

(ii) 衍生工具

下表概述各類衍生金融工具之合約／名義金額：

二0二＿年 二0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匯率合約 409,610 496,898 

總額 409,610 4961898 

於二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 經計算市值後 · 公平價值為負數值的匯率合約及利率合約．其重置成本合計為

正值港幣二百四十九萬元 （ 於二o=-年六月三十日的金額為正值港幣三百五十二萬元）。香港分行沒有就此

等合約作出任何雙邊安排。衍生工具之合約金額指於結算日未完成交易的交易量．並不表示風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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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V. 流動性資料 

1. 流動性維持比率

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是按照由金融管理局根據《銀行業條例》 第 97 H 條所訂立的《銀行業（流動性）規則》（第 

48 條）所計算的每個曆月的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的簡單平均數．

季度截止日期 季度截止日期 季度截止日期

二 0二一年 二 0二一年 二 O二 0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 2903.90 777.02 380.97 

2. 流動性風險管理方式

富國銀行香港分行（「分行」）對確保在其所有資產負債表表內及表外債務到期之際．能履行其義務而不產生額外成

本．同時能繼續為其資產和增長提供資金．而承擔主要責任。分行須遵守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 制定的流動

性監管體制．並符合金管局的要求·分行的公司監管小組有責任確保分行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政策及實踐符合集團全球

協調且集中統一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方式。

分行的流動性管理政策（「政策」 ） 每年由亞太區域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APAC ALCO」)及香港分行管理和監控

委員會(「 HKMCC」)審閱及批准。然而．由於業務活動隨著壓力測試結果或監管環境的變化會發生變化．該政策更

新頻率可能更為頻繁。

審慎的流動性管理政策至關重要 ． 不但有助保持穩健的資產負債表· 以及穩定收益於可接受之水平．亦有助承受內部

問題或市場危機帶來的歷力．

適當的流動性管理要求組織架構明確劃分職責 · 亞太區域多幣種資金管理小組(「 MCTAPAC」)制定資金策略．管理

流動性和資金需求· 利率風險· 以及分行銀行帳中的錯配外匯風險 • APAC A LCO, HKMCC 和獨立風險管理團隊為 MCT 

APAC 的風險管理策略和假設提供監督和可信的挑戰• MCT APAC 在與 APACALCO 和 HKMCC 召開的常規會議上報告

和討論流動性策略、問題和風險．

分行已建立流動性限額以確保分行能在正常及受壓市況下保持適當的流動性。分行會每天準備關於流動性維持比率 

( 「 LMR 」 )和現金餘額預測的流動性風險報告·每月流動性壓力測試將在特殊、市場整體以及綜合壓力情景下測量

三個月內的 LMR 和最低現金餘額。壓力測試結果將報告給 APAC ALCO 和 HKMCC• 並已建立了向香港分行危機管理

小組、 APAC A LCO 和 HKMCC 報告對任何流動性限額之違反的適當升級和通知程序• MCT APAC 須立即採取糾正措

施。保持適當的流動性對分行的正常運作而音至關重要 ． 因此分行退制定了應急資金計劃 (C FP ) 和恢復規劃 (R C P) ·

以在市場整體、特殊和l或綜合壓力情況下解決流動性踞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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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V. 流動性資料（續） 

2. 流動性風險管理方式（績） 

CFP 包括監控新出現的流動性事件的程序、管治框架和管理流程· 以及分行可以採取的可能緩解措施 ． 該措施每年都

會為其有效性及操作可行性進行測試 · 恢復規劃 (RCP)提供該分行一個框架· 能及時辨別將可能導致財政困難以及若未

加以修正終將潟致分行倒閉的事件及情況· 在監管逑些情況時 ． 恢復規劃 (RCP) 列出該分行高層人員必須考慮是否啟

動恢復方案的觸發點。這些恢復方案旨在應對已識別事件或情況所造成的影囓並鞏固分行的財政狀況 · 恢復規劃 (RCP)

說明如何評估方案．包含執行的黨活性及速度．以及對該分行 、 富國銀行和其他分行造成的影密 · 恢復規劃 (RCP) 也

訂立了監管分行財政穩健程度的職責：監管可能導致啟動恢復方案的觸發點、確立溝通方案的內部及外部傳訊方式丶

做出與選擇及執行恢復方案相關的決定。此規劃也同時說明了哪些人員將負責與香港金融管理局、該分行、

富國銀行及富國銀行集圈的相關持份者進行溝通 · 恢復方案包括從總行額外借入、延長總行借予分行之到期日、貸款

延期、減少／停止借予其他分行 。 以上為分行減低流動性風險之主要手段。

分行有兩個流動資金來源以滿足其資金網求。主要來源是總部的集團內部資金 · 分行還直接從需要將現金存入安全金

融機構的客戶處獲得流動資金。這些客戶存款是流動資金的有用來源．也是分行有效管理貨幣餘額的工具．此外 ． 這

項存款活動可不時作為對批發貨幣市場之健原狀況以及對分行之地位和在外界眼中財務實力的預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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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 
香港分行 

V. 流動性資料（續） 

3. 合同到期情況

下表載列按報告期終至合約到期日之剩餘期間的資產與負債分析 ．

－個月 三個月

一個月 以上至 以上至 無註明

港幣百萬元 次日 以下 三個月 一年 一年以上 日期 合計

二 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資產

－ 存放銀行同業 552 28 555 84 1,219 

－貿易票據 57 406 1,001 1,179 2,643 

－ 客戶貸款 68 1,064 1,018 131 2,281 

－ 其他 122 7 10 206 345 

總資產 677 1,620 2,574 1,401 10 206 6,488 

負債

－ 銀行同業存款 1 5,451 5,452 

－客戶存款

－其他 79 111 138 99 18 445 

總負債 1 79 111 5 589 99 18 5 897 

按總額基準結算之衍生工具

流入 160 144 52 54 410 

－ 流出 160 144 so 53 407 

或有負債及承諾

或有負債 4 51 55 

－ 承諾 507 94 601 

或有索賠

淨流動資金錯配 (I) 676 1,537 1,907 -4,281 -89 

累計流動資金錯配 (I) 676 2,213 4,120 -161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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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V. 流動性資料（續） 

3. 合同到期情況（緬）

－個月 三個月

一個月 以上至 以上至 無註明

港幣百萬元 次日 以下 三個月 一年 一年以上 日期 .6.口~計

二 0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

－存放銀行同業 547 935 202 396 2,080 

－貿易票據 2 440 1,199 1,475 3,116 

－ 客戶貸款 3 997 1,733 602 3,335 
- 其他 1 149 18 253 421 

總資產 553 2,521 3,134 2,473 18 253 8,952 

負債

－外匯基金之結餘

－ 銀行同業存款 

－客戶存款 231 8 

7,735 7,735 

239 

－其他 68 22 197 126 21 434 

總負債 231 76 22 7,932 126 21 8.408 

按總額基準結算之衍生工具

流入 261 236 497 

－流出 260 234 494 

或有負債及承諾

或有負債 

－ 承諾 

或有索賠

158 

29 25 

128 

54 

286 

淨流動資金錯配 (I) 

累計流動資金錯配 (I) 

322 

322 

2,288 

2,610 

3,083 

5,693 

(5,142) 

551 

(108) 

443 

(i) 正傕表示貸金流動牲盈綜 · 貞備衷示貸金流動牲短缺．需要襪充鎚金． 

4. 資金來源

i) 本集團公司 

ii) 非銀行客戶 

二 O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5,451,312 

佔負債總額的

百分比

83.98叮 o 

_。 Vo 

二 0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7,735,282 

239,159 

佔負債總額的

百分比

86.37%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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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VI. 薪酬制度

香港分行採用由 We ll s Fargo & Company (富國公司） 制定的薪酬政策及制度 · 有關董事會薪酬及人力資源委員會詳情與

薪酬制度的主要特點 請參考冨國公司股東會說明書 ．

乙部一富國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資料 （ 綜合數字 ）

以美元報告及列示（方3二0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月為 1 美元＝港帯 77968,』色二0二一年六月三十月為 1 美元＝港

階 7 7651, 方3二0二0年十二月三十一為 1 美元＝港帶 7.7520 )• 

I. 資本及資本充足比率 

二O二一年 二0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美元（百萬元） 美元（百藹元） 

(i) 股東資本總額 190,110 193,126 
(ii) 綜合資本充足比率 15.84% 16.84% 

（綜合資本充足比率是根據巴塞爾 Ill 資本協定計算．

而市場風險也納入綜合資本比率規範下。 ）

II. 其他財務資料 

二O二一年 二0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美元（百為元） 美元（百萬元） 

(i) 總資產 1,948,068 1,945,996 
(ii) 總負債 1,757,958 1,752,870 
(i ii) 貸款（已扣除綜合及個別減值準備） 882,637 839,911 
(iv) 客戶存款 1,482,716 1,440,584 

二O二一年 二0二0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 （百藹元） 美元（百萬元） 

(v) 稅前盈利截至十二月三十—日 28,817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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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銀行

香港分行 

Wells Fargo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 Hong Kong Branch 富國銀行香港分行行政總裁遵從披露方案的聲明

本人， Wohlert, Christopher· 是 Wells Fargo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 Hong Kong Branch 富國銀行香港分行行政總裁 ·

聲明以上披露的未經審計資料乃完全符合銀行業（披露）規則和監管政策手冊之銀行業（披露）規則的應用指引，內容並無錯

誤或含誤導性 ．

簽名：

，午 /1) /严 l.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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