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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 收益表資料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3月31日

止半年度 止半年度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溢利與虧損

利息收入 171,580                  210,506                  

利息支出 (66,802)                  (97,192)                   

淨利息收入 104,778                  113,314                  

來自非港元貨幣交易的收益減虧損 24,035                    3,229                      

來自持有作交易用途的證券的收益減虧損 22                            63                            

來自其他交易活動的收益減虧損 (756)                        (336)                        

費用及佣金收入淨額 34,647                    23,693                    

其他收入 (73,428)                  (36,027)                   

總經營收入 (15,480)                  (9,378)                     

總收入 89,298                    103,936                  

薪金支出 (89,938)                  (40,779)                   

租金支出 (10,563)                  (19,805)                   

其他支出 7,325                      (2,639)                     

總支出 (93,176)                  (63,223)                   

減值貸款及應收款項之淨損失 (5,417)                     9,458                      

(98,593)                  (53,765)                   

除稅前溢利 (9,295)                     50,171                    

稅項開支 429                         (9,583)                     

除稅後溢利 (8,866)                     4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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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I. 資產負債表資料

於2022年3月31日 於2021年9月30日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477,880                  115,981              

應收海外辦事處的數額 16,954,145            25,551,264         

貿易匯票 2,616,685               1,909,091           

持有的存款證 -                                856,614              

對客戶的貸款及放款 261,067                  737,861              

投資證券 24,319,882            25,741,302         

物業、工業裝置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80,243                    236,907              

其他資產 1,988,474               2,552,152           

資產總額 46,698,376            57,701,172         

負債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和結餘 9,119,942               2,762,549           

應付海外辦事處的數額 26,233,596            43,720,739         

客戶存款

- 活期存款及往來帳戶 775,816                  967,289              

- 儲蓄存款 9,740                       9,801                   

- 定期、短期通知及通知存款 7,360,680               5,784,849           

其他負債及準備金 3,198,602               4,455,945           

負債總額 46,698,376            57,70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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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

1 貸款及應收款項

於2022年3月31日 總額

港幣 仟元

對銀行客戶的貸款及放款 279,728          

對銀行客戶的集體準備金 (23,034)           

對客戶的減值貸款 4,373              

對客戶的特定準備金 -                       

相對於客戶總放款的減值貸款的百分比 2%

貸款及應收款項淨值 261,067          

於2021年9月30日 總額

港幣 仟元

對銀行客戶的貸款及放款 750,602          

對銀行客戶的集體準備金 (17,263)           

對客戶的減值貸款 4,522              

對客戶的特定準備金 -                       

相對於客戶總放款的減值貸款的百分比 1%

貸款及應收款項淨值 73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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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 (續)

2  逾期及重組資產

於2022年3月31日 非銀行客戶 銀行客戶 總額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逾期超過一年之客戶及銀行貸款                1,139                       -               1,139 

逾期之客戶及銀行貸款對放款總額之百分比 0.40% 0% 0.40%

逾期客戶及銀行貸款之抵押品價值及抵押品類型

 - 住宅物業                8,369                     -                 8,369 

 - 商用物業                       -                       -                        -   

減值貸款及特定準備金                       -                       -                        -   

經重組貸款總額                         -                       -                        - 

經重組貸款對放款總額之百分比 0% 0% 0%

於2021年9月30日 非銀行客戶 銀行客戶 總額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逾期之客戶及銀行貸款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不超過個六月之客戶及銀行貸款 24                    -                      24                   

逾期超過一年之客戶及銀行貸款 985                  -                      985                

逾期之客戶及銀行貸款對放款總額之百分比 0.13% 0% 0.13%

逾期客戶及銀行貸款之抵押品價值及抵押品類型

 - 住宅物業 8,539              -                      8,539             

 - 商用物業 -                       -                      -                      

減值貸款及特定準備金 -                       -                      -                      

經重組貸款總額 -                       -                      -                      

經重組貸款對放款總額之百分比 0% 0% 0%

於2022年3月31日半年度止及2021年9月30日全年度止均無取回資產金額

逾期之客戶及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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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續）

於2022年3月31日 於2021年9月30日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3 客戶貸款按照下列行業類別或貸款用途細分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

個人

- 購買住宅物業的貸款 -                              -                           

貿易融資 271,679                 741,921              

在香港以外使用的貸款及放款 12,422                    13,203                

284,101                 755,124              

有抵押品或其他抵押的貸款及放款 12,364                    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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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續）

於2022年3月31日 於2021年9月30日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4

經計入風險轉移後，按照客戶貸款佔總額百分之十或以上的客戶所在之地區劃分的地理區域而分析

香港 - 貸款及應收款項 282,768           753,503           

         - 逾期及減值貸款 4,373                4,522                

5

銀行 公營機構
非銀行

私營機構
總額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於2022年3月31日

      - 澳洲 26,815             -                         94                     26,909             

      - 日本 454                   6,375                -                         6,829                

      - 新加坡 1,713                4,446                -                         6,159                

合計 28,982             10,821             94                     39,897             

於2021年9月30日

      - 澳洲 36,044             -                         63                     36,107             

      - 日本 365                   7,743                -                         8,108                

合計 36,409             7,743                63                     44,215             

客戶貸款按跨境索償

客戶貸款總額按照下列地區類別細分

經計入風險轉移後，按照跨境索償佔總額百分之十或以上的客戶所在之國家或地區和業務性質所劃分的國家或地理區域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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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續）

6 內地非銀行類客戶之風險披露

於2022年3月31日 資產負債表內 資產負債表外

之風險 之風險 合計

交易對手類別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1.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持有的企業、其子公司、 及其合資企業                            272                            353                            625 

2.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持有的企業、其子公司、 及其合資企業                               -                                 -                                 -   

3. 中國內地定居的中國國民或其他中國內地註冊的
企業、其子公司、 及其合資企業

                              -                          1,466                        1,466 

4. 沒有包含在項目一中的中央政府企業                               -                                 -                                 -   

5. 沒有包含在項目二中的地方政府企業                               -                              271                            271 

6. 非中國內地定居的中國國民或非中國內地註冊企業
但獲批貸款於中國內地

                              -                                 -                                 -   

7. 其他企業風險而申報機構視為非銀行中國內地風險                               -                                 -                                 -   

合計                            272                        2,090                        2,362 

準備金後的資產總值 46,698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承擔佔總資產百分比 0.58%

於2021年9月30日 資產負債表內 資產負債表外

之風險 之風險 合計

交易對手類別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1. 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持有的企業、其子公司、 及其合資企業                            742                            309                        1,051 

2.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持有的企業、其子公司、 及其合資企業                               -                                 -                                 -   

3. 中國內地定居的中國國民或其他中國內地註冊的
企業、其子公司、 及其合資企業

                              -                          1,449                        1,449 

4. 沒有包含在項目一中的中央政府企業                               -                                 -                                 -   

5. 沒有包含在項目二中的地方政府企業                               -                              259                            259 

6. 非中國內地定居的中國國民或非中國內地註冊企業
但獲批貸款於中國內地

                              -                                 -                                 -   

7. 其他企業風險而申報機構視為非銀行中國內地風險                               -                                 -                                 -   

合計                            742                        2,017                        2,759 

準備金後的資產總值 57,701                    

資產負債表內的風險承擔佔總資產百分比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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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II. 其他資產負債表資料（續）

7 貨幣風險

美元 澳洲元 日圓 人民幣 新西蘭元 新加波元 其他 總額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港幣 佰萬元

於2022年3月31日

等值港幣 

-   現貨資產 17,565             4,878              6,528              127                  7,934              4,903              54                    41,989              

-   現貨負債 (25,951)           (11,264)           (910)                (369)                (393)                (2,744)             (28)                   (41,659)             

-   遠期買入 32,357             6,754              5,271              314                  505                  1,112              6,477              52,790              

-   遠期買出 (23,266)           (365)                (10,871)           (63)                   (7,743)             (3,261)             (6,512)             (52,081)             

-   期權淨持倉量 -                       -                       -                       -                       -                       -                       -                       -                        

長倉或(短倉)淨持倉量 705                  3                      18                    9                      303                  10                    (9)                     1,039                

結構性淨持倉量 -                       -                       -                       -                       -                       -                       -                       -                        

於2021年9月30日

等值港幣 

-   現貨資產 19,772             12,544            7,881              514                  8,240              4,136              97                    53,184              

-   現貨負債 (40,302)           (10,906)           (558)                (917)                (617)                (2,579)             (92)                   (55,971)             

-   遠期買入 66,236             17,313            6,729              2,982              1,057              975                  7,587              102,879            

-   遠期買出 (40,592)           (18,942)           (14,029)           (2,569)             (13,041)           (2,519)             (7,600)             (99,292)             

-   期權淨持倉量 -                       -                       -                       -                       -                       -                       -                       -                        

長倉或(短倉)淨持倉量 5,114               9                      23                    10                    (4,361)             13                    (8)                     800                   

結構性淨持倉量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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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V. 資產負債表以外之風險承擔

於2022年3月31日 於2021年9月30日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1 或然負債及承擔之合約數額

- 直接信貸替代項目 14,501,180              11,931,446               

- 貿易關聯或有項目 352,958                    308,753                    

- 其他承擔 1,291,644                 1,847,651                 

- 其他（包括遠期資産購置、部分付款股份及證劵欠數
  額、遠期有期存款及有追索權的資產出售或其他有追
  索權的交易)

959,801                    3,947                        

以上工具的合約數額為存在風險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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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IV. 資產負債表以外之風險承擔（續）

2 衍生金融工具

於2022年3月31日 合約數額 正/(負)公平值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匯率關聯衍生工具合約

- 外幣現貨或遠期 33,599,087                          961,655                        

- 外幣間換匯換利 25,451,651                          (25,494)                        

59,050,738                          936,161                        

利率衍生工具合約

- 利率互換 19,614,955                          (8,699)                           

19,614,955                          (8,699)                           

於2021年9月30日 合約數額 正/(負)公平值

港幣 仟元 港幣 仟元

匯率關聯衍生工具合約

- 外幣現貨或遠期 35,739,313                          419,166                        

- 外幣間換匯換利 74,550,460                          67,975                          

110,289,773                        487,141                        

利率衍生工具合約

- 利率互換 29,804,464                          (261,558)                      

- 利率期貨 -                                             -                                     

29,804,464                          (261,558)                      

衍生合約中公平值數額不受雙邊淨額結算協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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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 分行資料(只限香港辦事處)

V. 流動資產

於2022年3月31日 於2021年3月31日

止季度 止季度

財政期內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 178.71% 135.37%

https://www.nab.com.au/content/dam/nab/documents/reports/corporate/2021-annual-financial-report.pdf

VI. 薪酬披露

本集團（指澳大利亞國民銀行及其附屬公司）的薪酬訂立概念乃根據以下原則：

　－將員工薪酬與提高集團投資價值掛鉤；及 

　－確保本公司能於集團所經營的市場環境中，以富競爭力的薪酬水平聘任優秀人才 。

有關之詳細資料，請參閱本集團於2021年度財務報告第52至84頁的薪酬報告。

澳大利亞國民銀行香港分行之流動性風險管理主要採納本集團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方法以管理資金籌集
及流動性風險。
詳細可參閱本集團於2021年度財政報告流動風險部分第135頁的“金融風險管理”。

澳大利亞國民銀行之薪酬策略乃按照市場通用慣例報償員工工作表現，並將薪酬水平與
投資者回報掛鉤。

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是每個公暦月的平均比率的簡單算術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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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銀行資料(綜合數字)

I.  資本及資本充足比率

於2022年3月31日 於2021年9月30日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12.48% 13.00%

一級資本比率 14.07% 14.64%

總資本充足比率 18.55% 18.91%

於2022年3月31日 於2021年9月30日

澳幣  佰萬元 澳幣  佰萬元

股東資金總額（總資本） 61,029                           62,779                       

II. 其他財務資料 於2022年3月31日 於2021年9月30日

澳幣  佰萬元 澳幣  佰萬元

集團資產總額 975,876                         925,968

集團負債總額 914,847                         863,189

集團總貸款及放款 652,488                         621,156

集團總存款及其他借貸 654,780                         605,043

於2022年3月31日 於2021年3月31日

止半年度 止半年度

澳幣  佰萬元 澳幣  佰萬元

集團總除稅前溢利 5,001                              4,520

公告 ─ 2021/2022年度截至2022年3月31日半年度止集團財務業績

本銀行作為政府核准存款機構，乃受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APRA) 按照Banking Act 1959 
條例所監管。APRA所制定的最低資本要求條例，與「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要求一致。

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是期內每月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的簡單平均數值。流動性維持比率的計算方法乃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的
相關指引及 «銀行業(流動性)規則»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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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構之業務操作

澳大利亞國民銀行是一間在澳洲成立之海外銀行。
本分行提供私人及企業銀行服務予我們的客戶。

遵從情況聲明

據本人所知，本行所披露的資料符合銀行業(披露)規則，並且無失實或誤導成份。

方欣欣

副行政總裁

澳大利亞國民銀行香港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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