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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香港分行) 

 截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止財務資料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二號  

長江集團中心 36 樓 3602 室 

電話: 852 2841-6111 

傳真: 852 2845-9218 

甲部 – 分行資料 (香港分行) 

一. 損益帳資料  

損益表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260,013 389,930 

利息支出 (228,302) (358,308) 

其他營運收入: (請參閱以下四行) 不適用 不適用 

非買賣性質外匯業務的利潤減虧損 6,518 (7,242) 

來自非持作買賣用途投資的收入 (864) (412) 

費用及佣金收入淨額 9,811 (97) 

其他 210,988 114,545 

收入總數 258,164 138,416 

營運支出 (請參閱以下三行) 不適用 不適用 

職員開支 (79,034) (75,732) 

租金開支 (15,865) (15,229) 

其他開支 (13,989) (15,252) 

來自物業、工業裝置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的處置的收益減虧損 - (11) 

開支總額 (108,888) (106,224) 

税前盈利 149,276 32,192 

税款準備金支出淨額 (19,090) (7,249) 

除税後盈利 130,186 2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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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產負債表  

 資產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十日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711,707 2,084 

存於外匯基金款項 31,628 14,437 

距離合約到期日超逾 1 個月但不超逾 12 個月的銀行存款 - - 

存放於海外辦事處的數額 14,173,162 8,405,273 

貸款及應收款項 6,115,396 5,603,061 

持有的證券 2,198,958 3,590,104 

物業、工業裝置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6,131 6,497 

其他賬項及一般準備金 (2,073) (1,252) 

資產總額 23,234,909 17,620,204 

 

負債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十日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尚欠銀行存款及結餘 4,646,943 6,061,398 

客戶存款 (請參閱以下兩行) 不適用 不適用 

活期存款及往來帳戶 5,344 6,862 

定期、短期通知及通知存款 7,580,172 5,261,057 

結欠海外辦事處的數額 8,625,255 3,668,794 

已發行存款證 1,955,576 2,345,887 

其他負債 421,619 276,206 

負債總額 23,234,909 17,6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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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加資產負債表資料 

i) 貸款及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總結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十日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客戶的貸款及放款 5,848,668 5,456,785 

應計利息及其他帳項 266,728 146,276 

總額: 6,115,396 5,603,061 

ii) 已減值、逾期或已重整之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並無已減值之貸款或逾期未還或已重整之資產。 

iii) 客戶貸款總額根據下列行業分類之分析 

按行業分類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抵押程度(%)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抵押程度(%) 

在香港使用的貸款 

(請參閱以下)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工商金融: (請參閱以下兩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金融企業 2,091,741 - 2,106,192 - 

運輸及運輸訯備 1,747,468 - 1,247,467 - 

其他: (請參閱以下一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私人用途 44 - 161 - 

在香港以外使用的貸款及放款 2,009,415 - 2,102,965 - 

總額 5,848,668 . 5,456,785 . 

iv) 客戶貸款總額之地區分類分折: 

客戶貸款之地區分類是依照客戶所在之地區，已顧及風險轉移之因素後而劃定。一般而言，認可機構只有在

有關貸款的債權獲得並非交易對手所在地的國家的一方擔保，則風險轉移至擔保人之所在地區。 

 

按地區分類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客戶貸款之 

百分比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客戶貸款之 

百分比 

香港 5,848,668 100.00% 5,456,78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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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國際債權: 

國際債權按主要國家或地域分部作出細目分類，已顧及風險轉移後而只有佔國際債權 10％以上的國家： 

截至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銀行 官方機構 

 

非銀行 

私營部門: 

非銀行金融機構 

非銀行 

私營部門: 

非金融私營機構 

其他 總額 

發達國家:  

(請參閱以下一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加拿大 14,288 - 10 - - 14,298 

離岸中心:  

(請參閱以下一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 310 - - 3,307 - 3,617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銀行 官方機構 非銀行 

私營部門: 

非銀行金融機構 

非銀行 

私營部門: 

非金融私營機構 

其他 總額 

發達國家: 

(請參閱以下三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澳洲 2,682 - - 1,020 - 3,702 

加拿大 4,606 - 10 - - 4,616 

英國 1,2224 - - - - 1,224 

離岸中心: 

(請參閱以下一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 - - - 2,396 - 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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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貨幣風險 
 

於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現貨資產 現貨負債 遠期買入 遠期賣出 期權 

淨持倉量 

長倉 (或短

倉)淨持倉量 

美元 8,861 (7,760) 2,644 (3,812) - (67) 

加拿大元 2,634 (3,803) 1,301 - - 132 

人民幣 - - - - - - 

紐西蘭元 4 - 4 (8) - - 

澳元 6,387 (3,713) 1,186 (3,860) - - 

總計 17,886 (15,276) 5,135 (7,680) - 65 

 

於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現貨資產 現貨負債 遠期買入 遠期賣出 期權 

淨持倉量 

長倉 (或短

倉)淨持倉量 

美元 5,895 (4,814) 12,392 (13,572) - (99) 

加拿大元 690 (786) 147 - - 51 

人民幣 - (12) 12 - - - 

紐西蘭元 9 - 11 (20) - - 

澳元 5,314 (5) 4,743 (10,050) - (2) 

總計 11,908 (5,617) 17,305 (23,642) - (46) 
 

按內部報告方法作為計算期權淨持倉量的基礎。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並沒有結構性資產(二零一九年十月

三十一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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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承受風險項目 

或然負債及承擔(合约數額)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遠期有期存款 2,208,075 572,809 

收到的遠期有期存款 1,714,461 - 

其他承諾 262,214 300,614 
 

衍生工具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匯率關聯衍生工具合约(因掉期存款安排引起的遠期外匯合约除外) - - 

利率衍生工具合约 - - 
 

公平價值 (此等數額已將有雙邊淨額结算協議的效果計算在內)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匯率合约 (包括分行之間的合约) - - 

利率合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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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流動比率 

(時期) 

 

19 年 11 月 

至 20 年 1 月 

20 年 2 月  

至 20 年 4 月 

19 年 2 月 

至 19 年 4 月 

19 年 11 月 

至 20 年 4 月 

18 年 11 月 

至 19 年 4 月 

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 72.02% 53.28% 57.50% 62.65% 63.02% 
 

根據銀行流動性規則計算，平均流動性維持比率是按照每月平均流動性维持比率以簡單平均法計算。 

流動資金 

流動性風險是指在現金或同等價值資產不足的情況下以至未能及時和有效益地在債務到期時履行到期義務的

風險。 

CIBC 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方法支援我們的業務策略，與我們的風險取向一致，並遵守法律監管要求。 我們會

定期檢視管理策略，目標和實施流程，以確保與流動資產環境包括法律監管、業務和/或市場發展等的變化同

步。 流動性風險是 CIBC 風險取向可接納的範疇。 

  

管冶與管理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香港分行（CIBC HK）是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 CIBC HK 的流動性風險管理

受《流動性風險管理政策》的亞太地區附加條款所約束，該附加條款包括而且詳列亞太地區的分行如何遵守

並支援 CIBC 全球流動風險管理政策以及如何符合亞太地區的法律管轄要求。 

流動性風險是以三道防線模式來進行管理，而日常的管理是司庫的責任，並得到全球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GALCO）的支援： 

• 第一道防線，由司庫來負責並管理所有針對 CIBC 流動性風險狀況的檢測、報告和監察所需要進行的活動

和相關流程。 

• 第二道防線，由資本市場風險管理部門的流動和非持作買賣交易市場風險管理團隊來負責對動性風險進

行包括檢測、監察和管制等的獨立監督。 

• 第三道防線，由內部審計部門負責，針對流動性風險管理使用的管制、流程和系統等的設計和操作效率

進行獨立評估。 

GALCO 主導 CIBC 的流動性風險管理，確保定期檢視流動性風險框架、政策、方法和設定，並在適當時進行

修改，以確保符合我們的操作環境以及法律監管要求。 

流動性風險管理委員會是 GALCO 之下的小組委員會，負責支援 GALCO，以確保 CIBC 的流動性風險狀況得

到全面檢測和管理，以符合 CIBC 的策略性發展方向、風險取向和法律監管要求。 

亞太地區以內的關鍵流動性指標，由香港管理委員會（HKMC）和亞太管理委員會（APMC）負責監控以及經

常商議。 

亞太地區風險取向聲明（RAS）說明了亞太地區在追求其策略性發展和業務目標的同時所願意承擔的總體風

險水平，亦訂定基本目標並設立在面對各種風險時可承受風險程度的檢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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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計劃 

CIBC 的融資策略由加拿大母公司集中處理，主要透過客戶存款為業務運作提供資金，並輔以各種批發融資。 

我們會定期取得一系列短期和長期，有擔保和無擔保，來自不同地域、存戶類型、金融工具、貨幣以及到期

期限等的資金來源。我們透過現有方案包括擔保債券、資產證券化和無抵押債務等籌集長期資金。CIBC 不斷

分析以掌握機會達至更多元化的新產品和不同領域的投資者，目的是充分提升融資靈活度，並降低融資成本

和集中度。我們會定期監察批發融資的水平和集中度，從而令內部監管限制與我們期望的流動性風險狀況相

符。 

減輕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管理是在綜合基礎上進行，確保有足夠的流動資產和分散的資金來源，可以持續為我們各個管轄

區域的資產負債表及或然債務提供資金，並且不論是處於正常和緊張的市場環境下也維持我們的企業實力。 

各個管轄部門都會在當地每天進行流動性維持比率（LMR）的監察，依照監管限制 25％，內部緩衝目標設定

為比監管要求更為嚴格。CIBC 香港分行維持審慎的流動資產水平，主要流動資產由香港外匯基金票據組成。 

CIBC HK 的流動性監察包括： 

i) 存款和批發融資的取得和集中程度； 

ii) 資產質量，變賣資產的時間和市場限制； 

iii) 聲譽，法律監管和宏觀經濟環境； 以及 

iv) 在多個司法管轄區之間進行內部和外部質押和融資承諾。 

壓力測試 

流動性風險壓力測試在我們的流動性風險管理之中是重要組成部分，與我們的流動性風險評估是相輔相成。

流動性壓力測試假設的壓力情況包括交易對手取態及整個市場出現不同程度的嚴重問題，以評估為履行債務

到期而需要的可用流動資金量。 

此外，壓力情景的設定亦納入 CIBC HK 分行的特性，包括諸如外幣匯率波動、經濟壓力、資產扣減率、變賣

資產的時間以及利率影響等方面。壓力測試報告用於識別潛在的 CIBC HK 流動性壓力的來源，並提供給亞太

管理委員會(APMC)參考。 

報告所得的數據將會在製定 CIBC 亞太地區的應急融資計劃時被使用。 

應急融資計劃 

亞太地區應急融資計劃（CFP）與全球 CFP 保持一致，並因應各司法管轄區的獨特性而定制內容以支援 CIBC

作為企業的地位。亞太地區 CFP 制定策略應對在緊急情況和突發事件中的流動性短缺，羅列 CIBC 在應對一

系列壓力情況時可用的策略，建立明確的責任分工並向總行說明流動資金的需求和向上級匯報的程序。

APMC 會定期審核和批准亞太地區 CFP。 

請點擊以下鏈接，到訪 CIBC 年度報告的流動性風險部分，以取得更多資訊： 

https://www.cibc.com/en/about-cibc/investor-relations/annual-reports-and-proxy-circulars.html 

  

https://www.cibc.com/en/about-cibc/investor-relations/annual-reports-and-proxy-circula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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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加損益帳資料 

十一月至四月的收費及佣金收入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收費及佣金收入 9,811 609 

無法收回的佣金收入 - (706) 

費用及佣金收入淨額 9,811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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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 (包括香港分行) 

綜合財務資料截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 

 (摘錄於 CIBC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的第二季度報告) 

乙部 – 綜合財務資料 

資本及資本充足比率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百萬加幤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百萬加幤 

總股東權益 40,253 38,580 

資本充足比率 14.50% 15.00% 
 

CIBC 之資本規定乃按照 OSFI 頒佈之資本充足指引制定。   
 

其他財務資料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百萬加幤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一日 

百萬加幤 

資產總額 759,136 651,604 

負債總額 718,883 613,024 

貸款及放款總計 411,586 388,941 

客戶存款總計 484,880 435,593 
 

其他財務資料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三十日 

百萬加幤 

二零一九年 

四月三十日 

百萬加幤 

除稅前利潤 1,991 3,166 
 

行政總裁聲明 

本披露報表符合銀行業(披露)規則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管政策手冊內「銀行業(披露)規則的應用指引」所載

之建議。據本人所知，披露報表之內容並無錯誤亦無含有任何誤導成份。 

 

博冠龍  

行政總裁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香港分行) 

CIBC 標誌為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的商標。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香港分行) 在加拿大成立為法團及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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