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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經歷前一年經濟萎縮後，儘管經濟增長受到疫情
持續演變、供應瓶頸及國際旅遊限制所限，全球
經濟於二零二一年維持復甦步伐。美國能源價格
飆升及通脹壓力上升，為美國貨幣政策的未來走
向帶來不明朗因素。由於中美地緣政治因素持續
不明朗，全球金融市場仍然充滿挑戰。中國大陸
方面，於二零二一年經濟實現8.1%的穩健增長，
惟由於經濟活動受到若干城市的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極端天氣及限電措施的影響，下半年增長有
所放緩。

香港經濟在年內明顯復甦，隨着全球經濟活動持
續復甦及本地疫情穩定，第三季度的復甦情況更
為穩固。於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實際本地生產
總值較上年同期增長5.4%，惟由於基數效應及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表現較預期強勁，增長步伐較第
二季度溫和。在經濟持續復甦的情況下，勞工市
場自二零二一年初開始持續改善，令失業率在最
後一個季度顯著下跌至3.9%。

在市況不明朗下，本集團的核心業務保持靈活，
以強大的融資能力及穩健的財務狀況，為面對任
何金融動盪提前作充分準備，以履行其策略性政
策角色和達成社會目標。

收益表

財務表現
年內本集團除稅後溢利為8.31億港元（二零二零年：
淨虧損3.62億港元）（表1）。盈利有所改善主要由
於 (a)受市況利好令存放於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較
高，使年金業務由上一年度錄得會計虧損轉虧為
溢利；(b)持有以美元及策略性離岸人民幣計價的
存款及債務投資產生的外匯收益；(c)自二零二零

年以來，按揭保險計劃業務大幅增長，新保費收
入分攤入帳令淨保費收入增加；及 (d)重新平衡投
資組合後，投資於上市房地產信託投資基金及交
易所買賣債券基金的淨虧損減少。

為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作更有效的評估，當即時
入帳的按揭保險計劃佣金支出經調節至分攤入帳
借以與保費收入按年入帳作匹配及扣除年金業務
的財務業績後，經調整年內溢利及權益回報率分
別為8.68億港元（二零二零年：3.76億港元）及7.3%

（二零二零年：3.5%）。年金業務的內涵價值約為
90億港元，其中包括總權益72億港元及未來溢利
現值18億港元，顯示業務長遠而言應能獲得盈利。

本集團資本充足率處於23.4%的穩健水平（二零二
零年：37.3%），以預留資金作業務發展之用。本
集團轄下從事一般保險業務的保險附屬公司及從
事年金業務的保險附屬公司的償付能力充足率分
別為約7倍（二零二零年：12倍）和約15倍（二零二
零年：12倍），兩者均遠高於相關最低監管要求。

表1

財務表現概要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未計減值前的經營
 溢利╱（虧損） 902 (435)
除稅前溢利╱
 （虧損） 894 (440)

年內溢利╱（虧損） 
1831  (362)  

1

權益回報率 15.1% 1(2.4%) 
成本對收入比率 135.3% 1640.8% 
資本充足率 23.4% 37.3%   

1 經調整（一）將源自按揭保險新取用貸款大增而帶來即時入帳的銀行
佣金支出調節至分攤入帳借以與保費收入根據保單的相關貸款風險
按年入帳作匹配的影響和（二）扣除年金業務的財務業績，二零二一
年的經調整年內溢利、權益回報率和成本對收入比率分別為8.68億
港元、7.3%及25.2%（二零二零年：分別為3.76億港元、3.5%及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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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利息收入
本集團錄得淨利息收入4.55億港元，較二零二零
年減少3,300萬港元，主要由於調配盈余資金以支
持購入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
貸款，而該業務並非牟利，以及其他平均計息資
產減少所致，而購置基建貸款增加則減輕了部份
影響。淨息差為0.4%（二零二零年：0.8%）（表2）。

表2

淨利息收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淨利息收入 455 488
平均計息資產 113,918 62,447
淨息差2 0.4% 0.8%  

2 撇除本集團購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僅收回融資成本而並無賺取
任何淨息差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影響後，經調整淨息差將為0.8%

（二零二零年：1.0%）。

按揭保險已滿期保費淨額
透過按揭保險計劃新承保的貸款，由二零二零年
的983億港元增加至二零二一年的1,326億港元。
已收保費淨額（扣除提供予客戶的折扣後）按未滿
期風險攤銷及確認為收入。計及往年收取的保費
按年入帳和申索撥備後，按揭保費淨收入為7.65

億港元（二零二零年：3.98億港元）。即時入帳的銀
行佣金支出淨額因新取用貸款大增而攀升至9.61

億港元（二零二零年：6.66億港元）。

年金業務之淨保險相關業績
由於按精算假設下需要維持審慎的法定儲備，而
存放於外匯基金的資本及已收保費的投資回報則
歸類於其他收入項下，年金業務之淨保險相關業
績（即已滿期保費淨額、申索產生淨額、已付利
益、保單持有人負債變動以及佣金和征費支出總
和）錄得10.48億港元淨虧損（二零二零年：9.8億
港元虧損）。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為21.46億港元（二零二零年：8.08億港
元），主要包括來自存放於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
19.91億港元（二零二零年：8.89億港元）及主要對
持有以美元及策略性離岸人民幣計價的現金及債
務投資進行重估產生的外匯收益1.17億港元（二零
二零年：虧損4,400萬港元）。上述的外匯收益主
要反映金融資產的匯兌差額及就管理外幣風險的
相關對沖掉期按市值重估所帶來的淨額結果。

經營支出
本集團一直致力維持嚴格的成本監控以控制開支
及提高營運效率。經營支出（經扣除收回中小企融
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的經營支出）
按年下跌4.5%至4.92億港元（二零二零年：5.15億
港元），支出金額較預算為少。於二零二一年，收
回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的經營支出為8,70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2,200萬
港元）。僱員成本為3.49億港元（二零二零年：3.34

億港元），有效控制於佔總經營支出（不計及來自
政府就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
貸款所收回的成本）的60.2%。

減值撥備
資產素質維持穩健，本集團的按揭貸款組合拖欠
比率處於0.11%的低水平（二零二零年：0.05%）。
在年內購買基建貸款增加的情況下，按照已批准
的審慎撥備政策在二零二一年錄得的減值撥備為
82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520萬港元）。本年度並
無錄得貸款撇銷（二零二零年：50萬港元）；而收
回先前已撇銷貸款為40萬港元（二零二零年：50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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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按類分析
以下表3載列按不同業務對二零二一年稅前溢
利╱（虧損）的貢獻。

表3

購買資產
及供款

管理服務 一般保險 人壽保險 總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稅前溢利╱（虧損） 426 (152) 620 894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稅前溢利╱（虧損） 200 (269) (371) (440) 

二零二一年購買資產及供款管理服務稅前溢利為
4.26億港元，主要來自貸款及投資組合的淨利息收
入。二零二一年一般保險稅前虧損為1.52億港元，
主要因按揭保險新取用貸款大增而引致即時入帳
的銀行佣金支出上升，然而有關的保費收入則需
根據保單相應的貸款風險按年攤分入帳。二零
二一年人壽保險稅前溢利為6.20億港元，主要由
於資本及已收保費存放於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較
高所致。截至二零二一年年底，年金業務內涵價
值約為90億港元，顯示業務長遠而言應能獲得盈
利。

財務狀況

貸款組合
本集團於本年度購入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百分
百擔保特惠貸款約429億港元（二零二零年：376

億港元）、基建貸款約29億港元（二零二零年：13

億港元）及住宅按揭約2億港元（二零二零年：4,000

萬港元）。計及本年度貸款組合的提早還款和正常
還款後，貸款組合未償還結余為796億港元（二零
二零年：431億港元）。

證券投資
本集團按照董事局批准的投資指引，採取審慎、
低風險的方針管理剩余資金與投資活動。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資組合總結余為149億
港元（二零二零年：144億港元），主要包括優質債
務投資。債務投資並無任何違約損失。

外匯基金存款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放於外匯基金
的金額為286億港元，包括按證保險公司和香港年
金公司資本投資及香港年金公司已收保費239億港
元（二零二零年：163億港元），以及代表政府為購
買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貸款而預收的資
金47億港元（二零二零年：無）。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年報 109

債券發行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透過中期債券發行計劃，
發行合共1,095億港元債券。該計劃發行的所有非
港元債務均以港元或美元對沖外匯風險。本集團
繼續採納審慎的預先籌措資金策略，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贖回債券總結余維持於
1,157億港元（二零二零年：619億港元）。

主要資產負債表外風險

按揭保險計劃
本集團以核准再保險公司分擔風險方式經營按揭
保險業務。於二零二一年底，風險總額約為889億
港元（二零二零年：545億港元），其中83億港元（二
零二零年：69億港元）已向核准再保險公司購買再
保險。由本集團承擔的資產負債表外風險增加至
806億港元（二零二零年：476億港元）。

於年底，未決申索撥備佔所承擔風險維持穩定於
0.1%。拖欠比率維持穩健的0.01%水平（二零二零
年：0.01%）。

安老按揭計劃
本集團以保險人的身份經營安老按揭計劃，就香
港參與的貸款機構貸出的安老按揭貸款收取保費，
提供按揭保險保障。計及安老按揭貸款未提取的
未來年金以及再保險安排，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承擔的風險，增加至140億港元（二
零二零年：123億港元），相關未償還貸款結余為
40億港元。

資本管理
為確保本集團按資本金的比例擴展其業務及資產
負債表時不會產生過度風險，本集團嚴密監控資
本充足程度及資金運用。年內，本集團遵守財政
司司長參照巴塞爾協定 II以風險為本的資本充足框
架下所發出的資本充足率指引（「指引」）。

根據指引，計算資本充足率乃跟隨財務報告的綜
合基準，但撇除須遵守其他維持充足資本要求的
受規管附屬公司（即受保險業監管局規管的按證保
險公司和香港年金公司）。撇除未予綜合的受規管
附屬公司的投資成本後，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資本充足率仍處於23.4%的穩健水平，遠
高於資本充足率指引規定的8%最低比率。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轄下從
事一般保險業務的保險附屬公司及從事年金業務
的保險附屬公司的償付能力充足率分別為7倍（二
零二零年：12倍）和15倍（二零二零年：12倍），
兩者均遠高於保險業監管局分別規定不低於200%

和150%的法定最低要求。

股息
考慮到業務發展的資金需求，二零二一年不會宣
派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Structure Bookmarks
	使命
	信貸評級
	目錄

	主席報告
	購買按揭資產
	推動債券市場
	協助市民置業安居
	繼續支援中小企
	為失業人士提供財政選項
	退休規劃
	基建融資及證券化業務
	財務表現
	展望二零二二年

	組織架構
	董事局成員
	大事紀要
	HKMC退休3寶
	AMIGOS By HKMC
	與商業伙伴合作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環境、社會及管治框架及監督
	環境、社會及管治回顧
	環境、社會及管治計劃

	業務回顧
	業績摘要
	市況概覽
	資產收購
	融資安排
	按揭保險計劃
	定息按揭計劃
	HKMC退休3寶
	安老按揭計劃
	保單逆按計劃
	香港年金計劃
	推出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優化措施

	財務回顧
	收益表
	財務狀況
	主要資產負債表外風險
	資本管理

	風險管理
	信貸風險
	市場風險
	長壽風險
	物業風險
	營運風險
	法律與合規風險
	槓杆風險
	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

	企業管治報告
	企業管治常規
	提升企業管治守則
	唯一股東
	董事局
	主席與總裁
	公司秘書
	審計委員會
	內部審核師
	外聘核數師
	財務匯報
	內部監控
	合規匯報
	行為守則
	溝通交流
	香港按證保險公司（「按證保險公司」）及香港年金公司（「年金公司」）
	結語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唯一成員
	意見
	我們的意見
	意見的基礎
	關鍵審計事項
	其他信息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就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核數師就審計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綜合收益表
	綜合全面收益表
	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權益變動表
	綜合現金流量表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2. 主要會計政策
	3. 財務風險管理
	4. 關鍵會計估計及假設
	5. 分類資料
	6. 利息收入
	7. 利息支出
	8. 保險業務的收益帳
	9. 其他收入
	10. 經營支出
	11. 核數師酬金
	12. 減值撥備
	13. 稅項
	14. 現金及短期資金
	15. 應收利息及匯款
	16. 衍生金融工具
	17.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
	18. 貸款組合淨額
	20. 外匯基金存款
	21. 附屬公司投資
	2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資產
	23. 固定資產
	24. 應付利息
	25. 應付帳項、應付開支及其他負債
	26. 保險負債及再保險資產
	27. 已發行債務證券
	28. 股本
	29. 與有關連人士訂立的重大交易
	30. 承擔
	31. 按揭保險計劃及安老按揭計劃
	32.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的特別優惠措
	33. 本公司的財務狀況表及儲備變動
	34. 董事於交易、安排和合約中的重大利害關係
	35. 通過財務報表
	19. 證券投資

	Abbreviations used in this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