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  SECRET 

高度機密 

   
  Co. No. MM YY

 CAT 代號 月 年 

 類別  

   (For Official Use Only)  
   (只供本局填寫) 

und er  t he  B ankin g  O rd in an ce  
根據《銀行業條例》  

 

RETURN OF INTEREST RATE RISK IN THE BANKING BOOK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申報表 

 

 

Position of *Local Office(s)/Local Offices and Overseas Branches/Consolidated Basis 

* 本地辦事處 / 本地辦事處及海外分行/ 綜合基礎的持倉 
 

 
A s  a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截至            (last day of the quarter 該季最後一天) 

 

Total number of selected currencies being reported (minimum 2): _________ 
選擇申報貨幣的數目（最少兩種）：    

 

 

*Delete where inapplicable.  Overseas incorporated institutions are required to report the position of their Hong Kong office (s) only. 

 請刪去不適用者。海外註冊機構只須填報其香港辦事處的持倉。 

 

Name of Authorized Institution 

認可機構名稱 

 

 

Date of Submission 

遞交日期 

 

 

 

T h e  B a n k i n g  O r d i n a n c e  

《銀行業條例》 

 
In fo rma t ion  r eq u es t ed  i n  t h i s  re tu rn  i s  r eq u i red  u n d e r  s ec t i on  6 3 (2 )  of  t h e  Ban k in g  Ord in an ce .   Th e  r e tu rn  sh ou ld  b e  

su b mi t t ed  t o  t h e  Mon et a r y  Au th or i t y n o t  la t er  t h an  s i x  week s  a f t e r  t h e  en d  o f  each  q u ar t e r  en d in g  3 1  March ,  3 0  June ,  

3 0  Sep t emb er  an d  3 1  Dec emb er ,  u n l ess  o th e r wi s e  ad vi s ed  b y t h e  Mon et a r y  Au th o r i t y.  

本申報表內的資料是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6 3 (2 )條所要求的。除金融管理專員另有指示外，本申報表須於每季終結即 3 月 3 1

日、6 月 3 0 日、9 月 3 0 日及 12 月 3 1 日後 6 個星期內遞交金融管理專員。  

 

Note:  This return is to be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issued by the Monetary Authority.  

註：      本申報表須按金融管理專員發出的填報指示填寫。  
 

 

We c e r t i f y  t h a t  t h i s  re tu rn  i s ,  t o  t h e  b es t  o f  ou r  k n o wled g e an d  b e l i e f ,  c or r ec t .  

我們據所知及確信，證明本申報表內容均屬正確無誤。  

 
 

 

 

Chief Accountant 

會計主任 

 

 

 

 

Chief Executive 

行政總裁 

 

 

 

Name 

姓名 

 
 

 

Name 
姓名 

 

Name and telephone number of responsible person who may be contacted by the Monetary Authority in case of any query.  

金融管理專員需要查詢時可聯絡的負責人姓名和電話號碼。 

 

 

 

 

Name 

姓名 

 

 

 

 

Telephone Number 

電話號碼 

 

 

M A( B S ) 1 2 A  ( 6 / 2 0 1 9 )  



 

 

 
 

              
      

            
Currency Code貨幣代號 

            

(For Official Use Only 

只供本局填寫) 

    

Interest Rate Risk in the Banking Book (Form 1)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表格 1)         

    

Position of * Banking Book / Trading Book and Banking Book (Note (1)) 

* 銀行帳 / 交易帳及銀行帳的持倉（註(1)）         

                                            
   

Currency貨幣 (Note註(2)):____________________ 
   

Page ___ of ___ 

        頁的第       頁 

               
* Delete where inappropriate. 請刪去不適用者。 

         

(In HK$ Million or equivalent
百萬港元或等值) 

  
INTEREST RATE-SENSITIVE ASSETS 利率敏感資產 (Note註(3)) 

 
 
 
 

TIME BAND 時段 

1. Total interest rate-sensitive assets 

總計利率敏感資產 

2. Fixed rate assets 

定息資產 

3. Floating rate assets 

浮息資產 

4. Managed rate assets 

管理利率資產 

a. 
Total 

總計 

b.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住宅按揭 

貸款 

c. 
Total 

weighted 
average 

yield 

總加權 

平均 

收益率 

d. 
Weighted 

average yield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加權平均 

收益率 

（住宅按揭 

貸款） 

a. 
Total 

總計 

b.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住宅按揭 

貸款 

c. 
Retail loans  
subject to 

prepayment 
risk 

承受提早還款

風險的 

零售貸款 

d. 
Non-retail loans 

subject to 
prepayment risk 
承受提早還款 

風險的 

非零售貸款 

a. 
Total 

總計 

b.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住宅按揭貸款 

a. 
Total 

總計 

b.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住宅按揭貸款 

2a+3a+4a 2b+3b+4b                     

Next day or less 翌日或當日 (A)     % %                 

2 days to 1 month  2日至 1個月 (B)     % %                 

1 to 3 months 1至 3個月  (C)     % %                 

3 to 6 months  3至 6個月 (D)     % %                 

6 to 9 months  6至 9個月 (E)     % %                 

9 to 12 months  9至 12個月 (F)     % %                 

1 to 1.5 years  1至 1.5年 (G)     % %                 

1.5 to 2 years  1.5至 2年 (H)     % %                 

2 to 3 years  2至 3年 (I)     % %                 

3 to 4 years  3至 4年 (J)     % %                 

4 to 5 years  4至 5年 (K)     % %                 

5 to 6 years  5至 6年 (L)     % %                 

6 to 7 years  6至 7年 (M)     % %                 

7 to 8 years  7至 8年 (N)     % %                 

8 to 9 years  8至 9年 (O)     % %                 

9 to 10 years  9至 10年 (P)     % %                 

10 to 15 years  10至 15年 (Q)     % %                 

15 to 20 years  15至 20年 (R)     % %                 

More than 20 years  20年以上 (S)     % %                 

Total interest rate-sensitive assets  

總計利率敏感資產 

Total總計 

(A to至 S) 

 

                        

  



 

 

Total interest rate-sensitive assets 
(book value) 
總計利率敏感資產 (帳面值) 

(T)   
           

Total non-interest rate-sensitive 
assets (book value) 

總計非利率敏感資產 (帳面值)        
(U)   

           

Total Assets (book value) 

總計資產 (帳面值) 

Total總計  

(T to至 U) 
            

Notes 註： 

(1) Locally incorporated Authorized Institutions (AIs) subject to the market risk capital adequacy regime are required to report positions in the banking book only. Other locally incorporated AIs exempted from the market risk 
capital adequacy regime and overseas incorporated AIs required to complete MA(BS)12A have to report aggregate positions in the banking book and trading book. 

須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本地註冊認可機構，只須填報銀行帳的持倉；獲豁免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其他本地註冊認可機構，以及須填報 MA(BS)12A 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則須填報銀行帳及交易帳的總計持

倉。 

(2) Report interest rate risk exposures in major currencies as defined in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including at least Hong Kong dollar and US dollar (nil returns are required for these two currencies). Use the same return form 
for each currency. 
根據「填報指示」的定義填報主要貨幣的利率風險承擔，其中最少包括港元及美元（即使有關數額是「零」，亦需遞交有關申報表)。每種貨幣應採用同一申報表。 

(3) Report items under different time bands based on the earliest interest repricing date as specified in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根據「填報指示」所指的最早重訂息率日期填報不同時段的項目。  

 



 

 

 

              
      

            
Currency Code貨幣代號 

            

(For Official Use Only 

只供本局填寫) 

    

Interest Rate Risk in the Banking Book (Form 2)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表格 2)         

    

Position of * Banking Book / Trading Book and Banking Book (Note (1)) 

* 銀行帳 / 交易帳及銀行帳的持倉（註(1)）         

                                            
   

Currency貨幣 (Note註 (2)): __________________ 

 
` 

  

Page ___ of ___ 

        頁的第       頁 

               
* Delete where inappropriate. 請刪去不適用者。 

        

(In HK$ Million or equivalent) 
(百萬港元或等值) 

  
INTEREST RATE-SENSITIVE LIABILITIES 利率敏感負債 (Note註(3)) 

 
 
 
 

TIME BAND 時段 

5. Total interest rate-sensitive liabilities 

總計利率敏感負債 

6. Fixed rate liabilities 

定息負債 

7. Floating rate liabilities 

浮息負債 

8. Managed rate liabilities 

管理利率負債 

a. 
Total 

總計 

b. 
Deposits 

存款 

c. 
Total 

weighted 
average 
interest 
costs 

總加權 

平均 

利息成本 

d. 
Weighted 
average 

interest costs 
(Deposits) 

加權 

平均 

利息成本 

(存款) 

a. 
Total 

總計 

b. 
Deposits 

存款 

c. 
Retail deposits 
subject to early 
redemption risk 

承受 

提早贖回風險的

零售存款 

d. 
Non-retail 
liabilities 

subject to early 
redemption risk

承受 

提早贖回風險的

非零售負債 

a. 
Total 

總計 

b. 
Deposits 

存款 

a. 
Total 

總計 

b. 
Deposits 

存款 

6a+7a+8a 6b+7b+8b                     

Next day or less 翌日或當日 (A)     % %                 

2 days to 1 month  2日至 1個月 (B)     % %                 

1 to 3 months 1至 3個月  (C)     % %                 

3 to 6 months  3至 6個月 (D)     % %                 

6 to 9 months  6至 9個月 (E)     % %                 

9 to 12 months  9至 12個月 (F)     % %                 

1 to 1.5 years  1至 1.5年 (G)     % %                 

1.5 to 2 years  1.5至 2年 (H)     % %                 

2 to 3 years  2至 3年 (I)     % %                 

3 to 4 years  3至 4年 (J)     % %                 

4 to 5 years  4至 5年 (K)     % %                 

5 to 6 years  5至 6年 (L)     % %                 

6 to 7 years  6至 7年 (M)     % %                 

7 to 8 years  7至 8年 (N)     % %                 

8 to 9 years  8至 9年 (O)     % %                 

9 to 10 years  9至 10年 (P)     % %                 

10 to 15 years  10至 15年 (Q)     % %                 

15 to 20 years  15至 20年 (R)     % %                 

More than 20 years  20年以上 (S)     % %                 

Total interest rate-sensitive liabilities  

總計利率敏感負債 

Total總計 

(A to至 S) 

 

                        

  



 

 

 

Total interest rate-sensitive liabilities 
(book value) 
總計利率敏感負債 (帳面值) 

(T)   
 

Total non-interest rate-sensitive 
liabilities (book value) 

總計非利率敏感負債 (帳面值)          
(U)+(V)   

 

    Equity capital (book value)  

    權益資本 (帳面值) 
(U)   

 

    Others (book value) 

    其他 (帳面值) 
(V)   

 

Total liabilities (book value) 

總計負債 (帳面值) 

Total總計 

(T to至 V) 
  

 

 
Notes 註： 

(1) Locally incorporated Authorized Institutions (AIs) subject to the market risk capital adequacy regime are required to report positions in the banking book only. Other locally incorporated AIs exempted from the market risk 
capital adequacy regime and overseas incorporated AIs required to complete MA(BS)12A have to report aggregate positions in the banking book and trading book. 

 須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本地註冊認可機構，只須填報銀行帳的持倉；獲豁免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其他本地註冊認可機構，以及須填報 MA(BS)12A 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則須填報銀行帳及交易帳的總計持倉。 

(2) Report interest rate risk exposures in major currencies as defined in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including at least Hong Kong dollar and US dollar (nil returns are required for these two currencies). Use the same return form 
for each currency. 

 根據「填報指示」的定義填報主要貨幣的利率風險承擔，其中最少包括港元及美元（即使有關數額是「零」，亦需遞交有關申報表)。每種貨幣應採用同一申報表。 

(3) Report items under different time bands based on the earliest interest repricing date as specified in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根據「填報指示」所指的最早重訂息率日期填報不同時段的項目。  

 

  



 

 

 

 

 

                
      

              
Currency Code貨幣代號 

              

(For Official Use Only 

只供本局填寫) 

    

Interest Rate Risk in the Banking Book (Form 3)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表格 3)          

    

Position of * Banking Book / Trading Book and Banking Book (Note (1)) 
* 銀行帳 / 交易帳及銀行帳的持倉（註(1)）          

                                            
   

Currency貨幣 (Note註 (2)): __________________ 

     

Page ___ of ___ 

        頁的第       頁 

                 
* Delete where inappropriate. 請刪去不適用者。 

          

(In HK$ Million or equivalent) 

(百萬港元或等值) 

  
OFF-BALANCE SHEET POSITIONS 資產負債表外持倉 (Note註(3)) 

 
 
 
 

TIME BAND 時段 

9. Total 總計 
10. Forward foreign 
exchange contracts 

遠期外匯合約 

11. Interest rate swaps

利率掉期合約 

12. Cross currency 
swaps 

跨貨幣掉期合約 

13. Futures / FRAs 
期貨 /  

遠期利率合約 

14. Options期權 

(Note註 4) 
15. Others 其他 

a. 
Long 

長倉 

b. 
Short 

短倉 

a. 
Long 
長倉 

b. 
Short 
短倉 

a. 
Long 
長倉 

b. 
Short 
短倉 

a. 
Long 
長倉 

b. 
Short 
短倉 

a. 
Long 
長倉 

b. 
Short 
短倉 

a. 
Long 
長倉 

b. 
Short 
短倉 

a. 
Long 
長倉 

b. 
Short 
短倉 

10a+11a+12a+ 10b+11b+12b+                       

13a+14a+15a 13b+14b+15b                         

Next day or less 翌日或當日 (A)                             

2 days to 1 month  2日至 1個月 (B)                             

1 to 3 months 1至 3個月  (C)                             

3 to 6 months  3至 6個月 (D)                             

6 to 9 months  6至 9個月 (E)                             

9 to 12 months  9至 12個月 (F)                             

1 to 1.5 years  1至 1.5年 (G)                             

1.5 to 2 years  1.5至 2年 (H)                             

2 to 3 years  2至 3年 (I)                             

3 to 4 years  3至 4年 (J)                             

4 to 5 years  4至 5年 (K)                             

5 to 6 years  5至 6年 (L)                             

6 to 7 years  6至 7年 (M)                             

7 to 8 years  7至 8年 (N)                             

8 to 9 years  8至 9年 (O)                             

9 to 10 years  9至 10年 (P)                             

10 to 15 years  10至 15年 (Q)                             

15 to 20 years  15至 20年 (R)                             

More than 20 years  20年以上 (S)               

Total Options總計期權 (T)               

Total off-balance sheet positions 

總計資產負債表外持倉 

Total總計 

(A to至 T) 
                    

 
      

Notes: 
(1) Locally incorporated Authorized Institutions (AIs) subject to the market risk capital adequacy regime are required to report positions in the banking book only. Other locally incorporated AIs exempted from the market risk 

capital adequacy regime and overseas incorporated AIs required to complete MA(BS)12A have to report aggregate positions in the banking book and trading book. 

須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本地註冊認可機構，只須填報銀行帳的持倉；獲豁免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其他本地註冊認可機構，以及須填報 MA(BS)12A 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則須填報銀行帳及交易帳的總計持

倉。 



 

 

 

(2) Report interest rate risk exposures in major currencies as defined in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including at least Hong Kong dollar and US dollar (nil returns are required for these two currencies). Use the same return form 
for each currency. 

根據「填報指示」的定義填報主要貨幣的利率風險承擔，其中最少包括港元及美元（即使有關數額是「零」，亦需遞交有關申報表)。每種貨幣應採用同一申報表。 

(3) Report items under different time bands based on the earliest interest repricing date as specified in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根據「填報指示」所指的最早重訂息率日期填報不同時段的項目。 

(4) Option contracts should be repor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ption holder by using the delta equivalent value as outlined in paragraph 39 of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期權合約應使用「填報指示」第 39段所載得爾塔等值從期權持有人的角度填報。 

 
 

  



 

 

 

 

                 
      

               
Currency Code貨幣代號 

               

(For Official Use Only 

只供本局填寫) 

    

Interest Rate Risk in the Banking Book (Form 4)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表格 4)        

    

Position of * Banking Book / Trading Book and Banking Book (Note (1)) 

* 銀行帳 / 交易帳及銀行帳的持倉 (註(1))        

                                            
   

Currency貨幣 (Note註 (2)): __________________ 

   

Page ___ of ___ 

        頁的第       頁 

                  
* Delete where inappropriate.請刪去不適用者。 

            

(In HK$ Million or equivalent) 
(百萬港元或等值) 

  
IMPACT / SCENARIO ANALYSIS 影響 / 情境分析 

 
 
 
 

TIME BAND 時段 

16. 

Net positions淨持倉 

17. 

Earnings perspective 盈利角度 

18. 

Economic value perspective 經濟價值角度 

19. 

Basis risk息率基準風險 

a. 
Excluding 

coupon 
cash 
flows 

不包括 

票息 

現金流 

b. 
Including 
coupon 

cash 
flows 

包括 

票息 

現金流 

a. 
Time 

band mid-
point 

(years) 

時段 

中間點 

(年) 

b. 
Impact on 
earnings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parallel up) 

未來 

12 個月 

對盈利的 

影響 

(平行向上) 

c. 
Impact on 
earnings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parallel 
down)  

未來 

12 個月 

對盈利的 

影響 

(平行向下) 

a. 
Current 

EVE 

當前 

EVE 
 

b. 
Impact on 

EVE 
(parallel 

up) 

對 EVE 

的影響 

(平行向上) 

 

c. 
Impact on 

EVE 
(parallel 
down)  

對 EVE 

的影響 

(平行向下) 

 

d. 
Impact on 

EVE 
(steepener) 

對 EVE 

的影響 

(較傾斜) 

 

e. 
Impact on 

EVE 
(flattener) 

對 EVE 

的影響 

(較橫向) 

 

f. 
Impact on 

EVE 
(short 

rates up) 

對 EVE 

的影響 

(短期利率

上升) 

 

g. 
Impact on 

EVE 
(short 
rates 

down)  

對 EVE 

的影響 

(短期利率

下跌) 

 

Period for 
which 

changes 
in interest 
rates last 

利率變動

持續時間 

Scenario (i) 
All rates except 

for fixed and 
managed rates 
on interest rate- 
sensitive assets 

are subject to the 
parallel up shock 

情境 (i) 

所有利率（利率敏

感資產的固定及管

理利率除外）承受

平行向上震盪 

Scenario (ii) 
Managed rates on 

interest rate-
sensitive assets 

are subject to the 
parallel down 

shock while other 
rates remain 
unchanged 

情境 (ii) 

利率敏感資產的管理

利率承受平行向下震

盪，其他息率則維持

不變 

1a-5a 
+9a-9b 

 

 

Next day or less 翌

日或當日  
(A)     

 
                  

1 month 

1個月 
    

2 days to 1 month 
2日至 1個月  

(B)     
 
                  

3 months 
3個月 

    

1 to 3 months  

1至 3個月 
(C)     0.1667                   

6 months 

6個月 
    

3 to 6 months 

3至 6個月  
(D)     0.375                   

12 months 

12個月 
    

6 to 9 months  

6至 9個月 
(E)     0.625                         

9 to 12 months  

9至 12個月 
(F)     0.875                         

1 to 1.5 years 
1至 1.5年  

(G)     1.25                         

1.5 to 2 years  

1.5至 2年 
(H)     1.75                         

2 to 3 years  
2至 3年 

(I)     2.5                         

3 to 4 years  

3至 4年 
(J)     3.5                         

4 to 5 years  
4至 5年 

(K)     4.5                         

  



 

 

 

5 to 6 years  
5至 6年 

(L)     5.5                         

6 to 7 years  

6至 7年 
(M)     6.5                         

7 to 8 years  
7至 8年 

(N)     7.5                         

8 to 9 years  

8至 9年 
(O)     8.5                         

9 to 10 years  

9至 10年 
(P)     9.5                         

10 to 15 years  

10至 15年 
(Q)     12.5                         

15 to 20 years  

15至 20年 
(R)     17.5                         

More than 20 years 
20年以上  

(S)     25                         

Options 期權  

(Note 註 4) 
(T)                                     

Total 總計 
(A to T) 

(A 至 T) 
                              

Tier 1 capital at reporting date (book value) 於申報日期的一級資本 (帳面值) (Note註(3)) (U)   
   

Impact on EVE as % of Tier 1 capital  對 EVE 的影響與一級資本的比率 (A to T) / (U) %  % % % % % 
   

Total positions as % of total on-balance sheet interest rate-sensitive 
assets or liabilities, whichever is the larger, across all currencies 

總計持倉佔所有貨幣的總計資產負債表內利率敏感資產或負債 

(以較大者為準)的比率 

(V) %    

Notes: 
(1) Locally incorporated Authorized Institutions (AIs) subject to the market risk capital adequacy regime are required to report positions in the banking book only. Other locally incorporated AIs exempted from the market risk 

capital adequacy regime and overseas incorporated AIs required to complete MA(BS)12A have to report aggregate positions in the banking book and trading book. 

須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本地註冊認可機構，只須填報銀行帳的持倉；獲豁免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的其他本地註冊認可機構，以及須填報 MA(BS)12A 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則須填報銀行帳及交易帳的總計持倉。 

(2) Report interest rate risk exposures in major currencies as defined in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including at least Hong Kong dollar and US dollar (nil returns are required for these two currencies). Use the same return form 
for each currency. 

根據「填報指示」的定義填報主要貨幣的利率風險承擔，其中最少包括港元及美元（即使有關數額是「零」，亦需遞交有關申報表)。每種貨幣應採用同一申報表。 

(3) Report the Tier 1 capital for all currencies. Overseas incorporated institutions should refer to the Tier 1 capital of their head office. 
填報所有貨幣的一級資本。海外註冊認可機構應填寫總行的一級資本。 

(4) Report the net (fair) value of interest rate options and its changes as outlined in paragraph 43 of the Completion Instructions. 

填報「填報指示」第 43段所指利率期權淨(公平)值及其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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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指示 

 

 

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申報表 (表格 MA(BS)12A) 

 

 

引言 

 

1. 本申報表收集有關認可機構所承受的利率風險的資料，並會用作協助評估利率變動

對機構的盈利及經濟價值的潛在影響。 

 

2. 本填報指示分為三部分。A 部說明一般的申報規定，B 部列載某些項目的定義及說

明，C部列載申報表內每個項目的具體申報規定。  

 

 

A部：一般指示 

 

3. 所有本地註冊認可機構及不獲豁免遵守本地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IRRBB)框架1的

香港海外註冊認可機構，均須填報本申報表，以反映於每季最後一個公曆日的持

倉，並於每季結束後 6 個星期內遞交金管局。如遞交期限當日是公眾假期，該期

限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本地註冊認可機構應按單獨基礎填報本申報表，載明

本地及海外辦事處(如有)的合共持倉；同時亦按綜合基礎(如適用)依照《銀行業(資

本)規則》界定就資本充足比率規定而言使用的綜合範圍，填報本申報表。不獲豁

免遵守本地 IRRBB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只須填報香港業務的持倉。 

 

4. 本申報表涵蓋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的持倉。須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2的本地

註冊認可機構(非豁免機構)，只須填報銀行帳的持倉。其他機構，即本地註冊而獲

豁免遵守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者(獲豁免機構)，以及不獲豁免遵守本地 IRRBB

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應填報銀行帳及交易帳的合計持倉。   

 

5. 每種貨幣的利率風險持倉，應各以一份共 4 頁紙的申報表獨立填報。以黃金或複

合貨幣(如特別提款權)為單位的交易，應作為獨立的貨幣填報。在岸人民幣(CNY)

及離岸人民幣(CNH)應視作獨立貨幣處理。3
 機構應以單一份的申報表綜合填報所

有這些持倉。作為一項基本要求，認可機構應最少填報兩種貨幣的申報表，分別

填報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的資產與負債所引致的利率風險承擔(即使機構並無這兩

種貨幣的利率風險，仍須遞交有關申報表)。機構如有其他貨幣的重大持倉，應以

獨立的申報表填報(見以下第 8 段)。非填報貨幣的總持倉，不得超過機構以所有貨

                     
1
 豁免詳情載於 2018年 8月 31日向所有認可機構發出的通告。 

2
 市場風險資本充足制度詳情，包括最低豁免準則及獲豁免機構相關的其他規定，載於《銀行業(資

本)規則》。 
3
 若有關利率不論直接或間接根據離岸參考利率(例如離岸人民幣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定價，機構應將

資產或負債列作以離岸人民幣計值；反之亦然。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18/20180831c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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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計的總計資產負債表內利率敏感資產或負債(以較大者為準)的 10%
 4,5,6。遞交的

申報表應註明頁次編號。 

 

6. 本申報表內所有持倉應按照最早的重訂息率日期(見以下第 11 段)列入相應時段。

每個時段均包括本身上限，但不包括下限；例如「3 至 4 年」時段可表達為「3y < 

t ≤ 4y」。至於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零售定息貸款、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的零售定期

存款，以及無期限存款，機構應依照《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第 5.2段所述程序釐定重訂息率期限。 

 

7. 除非另有說明，填報數字應以名義值為準。所有數額應以最接近的百萬港元或(如為

外幣)等值港元表示。外幣換算為港元，應以申報當日收市時的電匯中間價為準。 

 

 

B部：定義及說明 
 

8. 若申報機構在資產負債表內某種貨幣的資產或負債(以較大者為準)，連同其資產負

債表外同一種貨幣的持倉(見以下第 9 段)的總和，超過其資產負債表內所有貨幣的

總計利率敏感資產或負債(以較大者為準)的 5%，便被視作持有該種貨幣的重大持倉

(該種貨幣即為「主要貨幣」)。  

 

9. 資產負債表外持倉指列入本申報表第 10 至 15 項下每份資產負債表外利率敏感合約

的名義本金額的總和。7
 為免造成疑問，若外匯合約涉及同時買賣兩種貨幣，應視

之為在每種有關貨幣下各一份的合約；若單一種貨幣的利率掉期合約涉及以相同貨

幣收取和支付利息，應只在有關貨幣項下計算一次。 

 

10. 所有資產負債表內的利率敏感資產8及負債9應歸類為定息項目、浮息項目及管理利

率項目。定息項目指直至最後到期日為止利率都是固定的資產和負債。浮息項目指

在其有效期內會根據適用的「參考利率」(如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的變動而在下一個

重訂息率日期自動調整利率的項目，並且包括對手方可酌情調整利率的項目(另見以

下「管理利率」的定義)。管理利率項目指沒有固定重訂息率日期及其息率可由申報

機構酌情隨時調整的可變息率項目，其中包括無期限存款及按最優惠利率定價的按

揭貸款等。 

 

 

                     
4
 若機構非填報貨幣的總持倉超過所有貨幣總計資產負債表內利率敏感持倉(資產或負債，以較大者

為準)的 10%，則應以最大額開始順序填報這些持倉，直至餘下的非填報貨幣持倉降至所有貨幣計

資產負債表內利率敏感持倉的 10%以下為止。 
5
 這個 10%限額同時適用於單獨層面及綜合層面。 

6
 就非豁免機構而言，某特定貨幣的持倉及資產負債表內的總計利率敏感風險承擔，應只包括銀行帳

持倉。就獲豁免機構及不獲豁免遵守本地 IRRBB 框架的境外註冊機構而言，則應同時包括銀行帳

及交易帳。 
7
 第 14項須填報為經得爾塔調整的名義值。參閱第 39段。 

8
 利率敏感資產不包括從普通股權一級(CET1)資本中扣減的資產、固定資產(例如房地產或無形資產)，

以及股權風險承擔。 
9
 負債不包括在《巴塞爾協定三》框架下的 CET1資本。 



 

MA(BS)12A /P. 3 (12/2018) 
 

 
11. 不同的利率敏感資產及負債的最早重訂息率日期指︰ 

 

(a) 就定息項目而言，指有關資產或負債的到期日；若為承受提前還款風險10
 的

零售定息貸款及承受提前贖回風險11
 的零售定期存款，機構應依循《監管政

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第 5.2段所述方法； 

 

(b) 就浮息項目而言，指有關資產及負債的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若為對手方可

酌情調整利率的項目，並假設適用的參考利率在緊接申報日期之後的工作日

作出調整，則指可重訂利率的最早日期；及 

 

(c) 就管理利率項目而言，假設有關資產及負債的適用參考利率(如最優惠利率或

標準儲蓄利率)在緊接申報日期之後的工作日作出調整，指該等資產或負債的

利率可被調整的最早日期。就無期限存款而言12
 ，機構亦有權依照《監管政

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第 5.2 段所述方法將其列入不同時段。 

 

12. 就本申報表而言，利率敏感資產及負債包括不涉及正式支付利息，但其價值會對利

率變動有敏感反應的項目。一般而言，這些項目包括折價發售的金融工具(如外匯基

金票據及零息債券)。這些金融工具應按照剩餘期限當作定息項目填報。 

 

13. 就資產負債表內的利率敏感資產而言，機構應在第 1b 至 4b 項填報屬於這些項目的

住宅按揭貸款。住宅按揭貸款指借予專業及個別人士以供購置住宅物業的貸款，其

定義應如「貸款、墊款及準備金分析季報表」(表格 MA(BS)2A)第 H5b 項所述。機

構亦應於第 2c 及 2d 項填報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零售貸款及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非

零售貸款的細目分類，兩者定義載於《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第 5.2段。第 2b、2c及 2d項或會互相重疊，相加後未必等於總計(第 2a項)。  至於

資產負債表內的利率敏感負債，機構應在第 5b 至 8b 項填報屬於這些項目的存款的

細目分類。存款指尚欠非銀行客戶的存款負債，其定義應如表格 MA(BS)1第 6項所

述。機構亦應在第 6c 及 6d 項填報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的零售存款及承受提前贖回風

險的非零售負債的細目分類，其定義載於《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

風險」第 5.2 段。第 6b、6c 及 6d 項或會互相重疊，相加後未必等於總計(第 6a 項)。 
 

14. 至於有內含自動利率期權13的資產或負債，機構應拆分為內含自動利率期權及基礎

資產或負債。內含自動利率期權應以資產負債表外持倉的形式填報(見以下第 39

段)，基礎資產或負債則按最早重訂息率日期填入適當時段(見以上第 11段)。 

 

                     
10

 指提早還款的經濟成本不能由借款人承擔，或只可就超出某門檻的提早還款額由借款人承擔有關經

濟成本的定息貸款產品。 
11

  指可被客戶酌情提早取走的定期存款。 
12

  指不設某特定到期日而可在無事先通知下隨時提走的存款。不附息存款(例如往來戶口的存款)亦列

作無期限存款。 
13

  這些期權明確包含在本屬標準金融工具的合約條款內，而若符合其金融利益，則持有人幾乎肯定會

行使該期權。包含上限及 / 或下限的浮息按揭貸款，即為內含自動利率權期的產品一例。非零售貸

款的提早還款期權(參閱第 19 段)及非零售存款或債券的提早贖回期權(參閱第 26 段)，亦應當列作

內含自動利率期權。設有最優惠利率(管理利率)上限的按揭貸款的內含期權無須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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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期而不是到期一次過償還的資產與負債，應分作不同部分，並根據每部分的重訂

息率日期列入適當時段。例如，一筆 1 億港元分兩個每期 5,000 萬港元的半年期償

還的定息貸款，應視作兩筆獨立的貸款處理：即一筆於 6 個月內償還，另一筆於 1

年內償還，並應按照各自的剩餘期限列入不同時段。若為一筆 1 億港元分兩個每期

5,000 萬港元的半年期償還的浮息貸款，亦應視作兩筆獨立的貸款處理，並按照各

自的下一 個重訂息率日期列入不同時段。 

 

16. 如屬管理利率的按揭貸款，應從全部金額中減去最早重訂息率日期(見上文第 11(c)

段)前的應償還本金額，然後按照重訂息率日期列入適當時段內。由填報日期至最早

重訂息率日期之間的應償還本金額，應按照合約的支付日期列入適當時段。例如，

一筆 500 萬港元的按揭貸款可在 2 個月內重訂息率，而本金額中的 2 萬港元須於 2

日至 1 個月之間償還，應在第 4 項(B)行填報，而貸款餘額(即 498 萬港元)應在同一

項下(C)行填報。 

 

17. 就本申報表而言，內部交易指機構在相關填報範圍內(參閱上文第 3 及 4 段)不同部

門之間的交易。銀行帳內的內部交易不必填報。就非豁免機構的銀行帳與交易帳之

間的內部交易而言，只有當該交易的交易帳部分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市場風

險要求框架被確認，該機構才須填報該交易的銀行帳部分；獲豁免機構及不獲豁免

遵守本地 IRRBB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無須填報這些內部交易。 

 

 

C 部︰具體指示 

 

 

18. 第 1項(A)至(S)行──總計利率敏感資產 

 

在第 1a項填報同一行第 2a、3a及 4a項相加的總和。至於住宅按揭貸款，應在第 1b

項填報同一行第 2b、3b及 4b項相加的總和。在各相應項下「總計(A至 S)」內填報

第 1a及 1b項所有時段相加的總和。 

 

在第 1c 及 1d 項分別填報同一行總計利率敏感資產及住宅按揭貸款的加權平均收益

率。所有利率應以四捨五入方法化至小數點後兩個位。附件 1 載有計算方法的例子。

計算所用利率應為適用於申報日期的利率。 

 

 

19. 第 2項──定息資產 

 

 無提前還款風險的定息資產，應根據剩餘期限列入適當時段。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

零售定息貸款(定義載於《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第 5.2 段)應

依照該段所載方法列入適當時段。至於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非零售貸款，應依照第

14段所載列作有內含自動利率期權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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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 3項──浮息資產 

 

 應根據浮息資產的下一個釐訂利率日期將之列入適當時段。這些資產包括浮息存款

證 / 票據，以及按照有關參考利率的變動自動調整利率的其他貸款。在最後重訂息

率日期至最後到期日之間，這些資產應繼續填報為浮息資產，並按照剩餘期限列入

適當時段。 

 

 

21. 第 4項──管理利率資產 

 

 這些資產的利率不會跟隨參考利率的變動而自動調整，但可由申報機構酌情調整。

按照最優惠利率釐訂息率的按揭貸款，是管理利率資產的一個例子。填報時應假設

適用參考利率(如最優惠利率)會在緊接申報日之後的工作日調整，並按最早可以調

整該等資產的利率的日期把資產列入適當的時段。 

 

 管理利率產品(即設有最優惠利率(管理利率)上限的浮息資產)的選擇權，不應視作內

含自動利率期權。設有最優惠利率上限的浮息資產的申報程序如下： 

(i) 若最優惠利率上限具約束力，應將該資產列作管理利率資產，否則列作浮息

資產。計算 EVE影響時可豁除選擇權。 

(ii) 填報第 19 項息率基準風險時，認可機構應顧及最優惠利率上限的效應(參閱

第 44段詳情)。 

 

 

22. 第 1項(T)行──總計利率敏感資產(帳面值) 

 

 填報第 1a項(A)至(S)行所涵蓋的總計資產帳面值。 

 

 

23. 第 1項(U)行──總計非利率敏感資產 (帳面值) 

 

 填報持倉帳面值，包括物業、股份、固定資產及其他非利率敏感應收項目。物業及

固定資產應扣除折舊後填報。未從 CET1 資本中扣減的利率敏感資產的任何部分(例

如優先股、或然可換股債券及後償債務)，應按適當情況填入第 2a、3a或 4a項。 

 

 

24. 第 1項總計(T至 U)──總計資產(帳面值) 

 

 填報總計利率敏感資產(帳面值)及總計非利率敏感資產(帳面值)相加的總和。這項數

額與在第 5項總計(T至 V)所填報的「總計負債(帳面值)」數額未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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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 5項(A)至(S)行──總計利率敏感負債 

 

在第 5a 項填報同一行第 6a、7a 及 8a 項相加的總和。存款方面，應在第 5b 項填報

同一行第 6b、7b 及 8b 項相加的總和。在各相應項下「總計(A 至 S)」內填報第 5a

及 5b項所有時段相加的總和。 

 

在第 5c 及 5d 項分別填報同一行總計利率敏感負債及存款的加權平均利息成本。所

有利率應以四捨五入方法化至小數點後兩個位。附件 1 載有計算方法的例子。計算

所用利率應為適用於申報日的利率。 

 

   

26. 第 6項──定息負債 

 

 這些負債包括定息存款證、貨幣市場存款和定期存款，並應根據剩餘期限列入適當

時段，但條件是它們不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符合《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

的利率風險」第 5.2 段定義的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的零售定期存款，應依照該段所載

方法列入適當時段。承受提前贖回風險的非零售存款或債券，應根據第 14 段所述

列作有內含自動利率期權的負債。 

 

 

27. 第 7項──浮息負債 

 

 這些負債應按照下一個釐訂息率日期，列入適當的時段。浮息負債包括由申報機構

發行，並會跟隨適用參考利率的變動在重訂息率日期自動調整利率的浮息債務工具。

與浮息資產一樣，在最後重訂息率日期至到期日之間，這些負債應按照其剩餘期限

繼續列為浮息負債。 

 

 

28. 第 8項──管理利率負債 

 

 這些負債包括接受存款機構可酌情調整利率的存款。填報時應假設適用參考利率(如

標準儲蓄利率)會在緊接申報日之後的工作日調整，並按最早可調整該等負債的利率

的日期把負債列入適當的時段。就無期限存款而言，機構亦有權依照《監管政策手

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第 5.2段所述方法將其列入不同時段。 

 

 

29. 第 5項(T)行──總計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 

  

 填報第 5a項(A)至(S)行所涵蓋的總計負債帳面值。 

 

 

30. 第 5項(U)+(V)行──總計非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 

 

填報權益資本(帳面值)及其他非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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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 5項(U)行──權益資本(帳面值) 

 

 填報權益資本帳面值。權益資本包括申報機構的資本、儲備(包括保留溢利)及損益

帳，並應以申報機構的本位幣或其資本的貨幣單位來填報。利率敏感資本項目(如優

先股、或然可換股債券及後償債務)應相應填入第 6a、7a或 8a項內。 

 

 

32. 第 5項(V)行──其他(帳面值) 

 

 填報其他非利率敏感負債的帳面值，當中包括非利率敏感的應付項目 / 負債，以及

貸款虧損準備金等。無報酬存款(例如某些往來帳戶的存款)應列作利率敏感負債下

的無期限存款(即管理利率負債)。 

 

 一般準備金應按申報機構的本位幣填報。其他準備金應以基礎資產的貨幣單位填報。 

 

 

33. 第 5項總計(T至 V)──總計負債(帳面值) 

 

 填報總計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與總計非利率敏感負債(帳面值)相加的總和。此數額

與在第 1項總計(T至 U)填報的「總計資產(帳面值)」數額未必相同。 

 

 

34. 第 9項──總計資產負債表外持倉 

 

 在第 9a項填報同一行第 10a至 15a項所有長倉的總和。 

 

 在第 9b項填報同一行第 10b至 15b項所有短倉的總和。 

 

 

35. 第 10項──遠期外匯合約 

 

 遠期外匯合約包括將會在交易後兩個工作日內交收但現時未到交收日的現匯合約。

機構應在申報表內適當的專頁填報有關貨幣的合約，並根據每份合約的剩餘期限列

入適當時段。例如，一份 5 個月期沽港元買美元的期貨合約，應在申報表的「港元」

專頁以短倉形式填入(D)行第 10b項內，並在申報表的「美元」專頁以長倉形式填入

(D)行第 10a項內。 

 

 

36. 第 11項──利率掉期合約 

 

 利率掉期合約規定機構必須按掉期合約的名義數額收取和支付利息。視乎合約條文

而定，機構可按名義本金額收取固定息率的利息及支付浮動息率的利息，或按名義

本金額支付固定息率的利息及收取浮動息率的利息。例如，若機構根據一份利率掉

期合約收取浮息利息及支付定息利息，這份合約會被視作期限相等於直至下一個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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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息率日期的浮息工具的長倉，以及期限相等於掉期合約剩餘期限的定息工具的短

倉。這兩項持倉應根據其各自的期限列入適當的時段。 

  

 

37. 第 12項──跨貨幣掉期合約 

 

 跨貨幣掉期合約的處理方法與利率掉期合約相近，但前者的長倉及短期應根據有

關貨幣填入適當時段內。 

   

 

38. 第 13項──期貨 / 遠期利率合約 

 

 這些合約的處理方法應與政府債券的長短倉組合一致。期貨或遠期利率合約的期限

指直至交付或行使合約為止的期間，再加上相關工具(如適用)的有效期。舉例說，

一份 6 月份的 3 個月期利率期貨合約的長倉合約，在 4 月份時應填報為 5 個月期的

政府債券長倉，以及 2個月期的政府債券短倉。同樣地，若為出售一份 2 x 5個月期

的遠期利率合約的賣方，便應將該交易填報為 5 個月期的政府債券長倉，及兩個月

期的政府債券短倉。至於履行合約時可以用多種工具作交付的期貨合約，機構可自

由選擇在適當時段內填寫何種將予交收的證券。 

 

 

39. 第 14項──期權 

 

 填報與利率工具及貨幣有關的期權合約14。所有買入及沽出利率期權均應填報。已

拆分的內含自動利率期權(參閱第 14 段)亦應在此填報。期權合約應採用合約的得爾

塔等值從期權持有人的角度填報，該等值是以基礎工具本金值乘以得爾塔計出；如

屬債務工具期權，則以該債務工具市值乘以得爾塔計出。得爾塔應按照申報機構的

專用期權計價模式計算。買入期權應列作長倉，沽出期權列作短倉。只須在第 14

行(T)「總計期權」填報期權總額，無需將現金流列入不同時段。 

 

 

40. 第 15項──其他 

 

 填報其價值對利率變動敏感的任何其他債務衍生工具及資產負債表外項目。這包括

已達成但在申報日並未提取的定息貸款及定息存款的遠期安排。遠期貸款在到期時

應列作長倉，在提取貸款時則列作短倉。至於遠期存款，填報方法則相反。 

 

 機構亦應將定息貸款及定息存款承諾15
 計入本項目內。零售及批發承諾均應計入。

機構應根據歷史數據及採用穩健有效的方法，估計將被提取的承諾所佔比重及預計

年期。應按照定息貸款及定息存款遠期安排的填報方法填報估計現金流。 

 

                     
14

 對兩種貨幣的利率變動敏感的貨幣期權，應同時在該兩種貨幣的申報表填報。計算在利率震盪情境

下(第 43 段)的貨幣期權值時，機構只需考慮新收益率曲線對期權值的直接影響，無需顧及因匯率變

動或隱含波幅增加而產生的間接影響。 
15

 指銀行所作承諾，容許客戶在未來一段限定期以固定息率提取貸款或放設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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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根據回購協議出售某些證券，而該協議的條款實質上是把證券擁有權的全部風險

及回報轉移予買方，有關交易應以完全出售連同回購承諾的形式分開入帳。根據該

協議出售的證券不應在本申報表內填報，但回購承諾應填報為遠期購入證券。 

 

 若根據再出售協議買入某些證券，而該協議的條款實質上是把證券擁有權的全部風

險及回報轉移予申報機構，有關交易應以完全買入連同再出售承諾的形式分開入帳。

根據該協議買入的證券應填報為資產，再出售承諾則應填報為遠期出售證券。 

 

 

41. 第 16項──淨持倉 

 

 第 16a項(不包括票息現金流的淨持倉)指第 1a、5a、9a及 9b項的淨額。各時段內的

短倉數字應加上括號。 

 

 第 16b 項(包括票息現金流的淨持倉)與第 16a項互相對應並加上原定票息現金流16。

若為定息持倉，支付票息應按照支付時間表列入適當時段，直至合約期限止17。 至

於浮息及管理利率持倉，支付票息應按照支付時間表列入適當時段，直至下一個重

訂息率日期止。若資產的票息現金流與負債的票息現金流列入相同時段，應從前者

扣除後者作抵銷。另應計入資產負債表外的票息現金流18。 

 

 至於商業利潤及其他利差項目，機構可明確選擇是否將其計入現金流19。若機構選

擇將商業利潤及其他利差項目計入現金流，利差項目必須按照支付時間表列入適當

時段，直至合約期限止20，不論名義本金是否已重訂息率，惟條件是名義本金尚未

償還，而利差項目不會重訂。 

 

按照習性期限列入的無期限存款的票息現金流，應如同定息貸款般，並採用以下其

中一項列入：(i)若列入不包括利差項目的支付票息，應採用隔夜無風險利率；或  (ii) 

若列入包括利差項目的支付票息，應採用當前的無期限隔夜存款利率。 

 

以下舉例說明名義數額 1億港元浮息貸款的支付票息應如何填報。該筆貸款於 10年

後期滿，息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3%，每年支付一次。現時 HIBOR 息率

(此例子中的息率水平與無風險息率相符)為 2%，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是 1 年後。計

入利差項目時，總票息現金流應列入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前，而只有利差項目應列

入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後。豁除利差項目時，只應列入下一個重訂息率日期前的無

風險利率。根據最早重訂息率日期所列的管理利率持倉的票息現金流，應如同浮息

持倉般列入。 

 

                     
16

  包括某期未償還或未重訂息率的本金的利息。  
17

  若為具期權特性的現金流(參閱《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利率風險」第 5.2 節)，每個時段所

列的現金流均應根據預期提前還款或提前提款習性作出調整。 
18

  至於利率掉期合約，浮息與定息持倉的票息現金流應按照浮息及定息貸款或存款的相近方式列入。

至於定息貸款或存款承諾，只有當計入商業利潤及利差項目時，才需列入票面現金流。 
19

  已選的處理方法應貫徹應用於機構所有持倉及貨幣。然而，就衍生工具而言，機構可假設沒有商業

利潤及其他利差項目。 
20

  若為承受提前還款風險的浮息貸款，列入各時段的利差項目均應根據預期提前還款習性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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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入利差項目 豁除利差項目 

翌日或當日   

2日至 1個月   

1至 3個月    

3至 6個月    

6至 9個月    

9至 12個月 5 2 

1至 1.5年    

1.5至 2年  3  

2至 3年  3  

3至 4年  3  

4至 5年  3  

5至 6年  3  

6至 7年  3  

7至 8年  3  

8至 9年  3  

9至 10年  3  

10至 15年    

15至 20年    

超過 20年    

 

 以下舉例說明名義數額 1 億港元定息貸款的支付票息應如何填報。該筆貸款今日發

出，於 10年後期滿，息率為 5%，每年支付一次。現時 10年期無風險利率為 4%。

計入利差項目時，總票息現金流應列入貸款剩餘期限。豁除利差項目時，應於貸款

剩餘期限列入從發出貸款時收益率曲線所得的相應無風險利率，而期限與貸款原定

期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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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入利差項目 豁除利差項目 

翌日或當日   

2日至 1個月   

1至 3個月    

3至 6個月    

6至 9個月    

9至 12個月 5 4 

1至 1.5年    

1.5至 2年  5 4 

2至 3年  5 4 

3至 4年  5 4 

4至 5年  5 4 

5至 6年  5 4 

6至 7年  5 4 

7至 8年  5 4 

8至 9年  5 4 

9至 10年  5 4 

10至 15年    

15至 20年    

超過 20年    

 

 

42. 第 17項──盈利角度(影響 / 情境分析) 

 

 

 機構應計算平行向上及平行向下情境(參閱《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

風險」第 5.3節)對其在 12個月內盈利的影響。以特定貨幣 及情境 而言，機構應計

算新的淨持倉(不包括票息現金流)，原因是利率震盪情境下的淨持倉或會視如何列

入附有選擇權的現金流而變動 21。每時段 的新淨持倉  應以時間權重

加權調整，其中 代表在情境 下的利率變動， 代表每時段

的中間點(第 17a 項)。例如，以整段收益率曲線平行上調 200 基點計，應按以下方

法計算個別時段的時間權重22： 

 

  

                     
21

  淨持倉應與用作計算對經濟價值的影響者相同(參閱《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第 5.2 節)。顯著的例外情況是內含自動利率期權的產品。由於期權持倉不會列入個別時段(參閱第

14 項)，而為簡單起見，它們不會計入 ΔNII 計算式中所探討的 1 年期。若認可機構希望 ΔNII 計算

式能反映內含自動利率期權，可選擇調整重訂息率現金流。例如，若認可機構已發行可贖回債券，

利率震盪情境或會導致該機構要求贖回債券。在此情況下，該機構可選擇就 ΔNII 計算式將債券列

入下一個贖回日期(有別於就 ΔEVE 計算式列入合約期限日期)。應注意，若認可機構選擇此方法，

即必須持久一致應用於各組合，而所有在「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申報表」表格 1 至 3 申報的所有持

倉及第 16項，均應反映計算 ΔEVE時所用的持倉。  
22

  機構亦可使用 365日來計算時間權重。 



 

MA(BS)12A /P. 12 (12/2018) 
 

翌日或當日： 

 
 

2日至 1個月：  

 
 

1至 3個月：  

 
 

3至 6個月：  

 
 

6至 9個月：  

 
 

9至 12個月： 

 
 

 

 應在每個時段的第 17b 及 17c 項填報加權淨持倉 。對未來

12 個月盈利的總影響，應把在第 17 項所填 12個月內不同時段的加權持倉相加得出。

填報的數額(短倉應加上括號)應以四捨五入法化至最接近的百萬港元，並刪除小數

位。 

 

 

43. 第 18項──經濟價值角度(影響 / 情境分析) 

 

機構應計算6個利率震盪情境(參閱《監管政策手冊》IR-1「銀行帳內的利率風險」

第5.3節)對股權經濟價值(EVE)造成的影響。就每特定貨幣  而言，應按以下方法計

算震盪的影響：  

 在每個時段 的中間點識別當前無風險利率23，並以 表示； 

 

 在第 18a項填報每個時段 (於第 17a項填入中間點 )的當前 EVE( )，

方法是把第 16b項所填的淨持倉  乘以持續複合折減因素24,25。 

 

； 

 

 在第 18a 項(T)行填報利率期權淨值(所有期權持倉的公平值根據估值日的收

益率曲線及申報機構的專用期權計價模式計算)。 

 

 就每個情境  而言，每個時段 的中間點識別新利率 、計算新的淨持倉

 (原因是利率震盪情境下的淨持倉或會視如何列入附有選擇權的現金

流而變動)，以及將對 EVE的影響計算為： 

 

; 

                     
23

  例如，可根據有抵押利率掉期曲線定出。機構可將商業利潤及其他利差項目計入無風險利率，但前

提是它們必須已計入第 16項的現金流(參閱第 41段)。 
24

  僅就計算 EVE 影響而言，機構亦可選擇將現金流列入時段中間點(在第 17a 項)，而不是時段本身。

這項選擇涉及將名義重訂息率現金流分隔至兩個相鄰時段中間點。作出這項選擇的機構，應按此基

礎重新計算淨持倉，再以相關利率折減。 
25

     僅就計算 EVE影響而言，機構亦可利用與現金流本身時間完全相符的利率對每項現金流進行折減，

而不是將它們列入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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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 18b 至 18g 項填報每個時段的數額(短倉加上括號)，並以四捨五入法化

至最接近的百萬港元，並刪除小數位； 

 

 利用每個利率震盪情景  下的新收益率曲線，並假設隱含波幅相對上升   

25%，計算利率期權 的淨(公平)值； 

 

 在第 18b 至 18g 項(T)行填報每個情景  下的利率期權風險計量值 ，即

計算為 ，其中  代表利率期權當前淨值(填入

第 18a項(T)行)； 

 

 在第 18項「總計(A至 T)」填報持倉相加的總和；若總和小於零，應填零，

即是：  

 
； 

 

 在第 18 項(U)行填報機構於申報日期的一級資本。填報的數額應與在表格

MA(BS)3 所填的「扣減後一級資本」數額相符。若屬不獲豁免遵守本地

IRRBB框架的海外註冊認可機構，應填報總行的一級資本； 

 

 在第 18項以佔一級資本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對 EVE的影響；及 

 

 在第 18 項(V)行填報某特定貨幣的總計利率敏感持倉，佔資產負債表內所有

貨幣的總計利率敏感資產或負債(按照第 8段定義)的比率。 

 

 

44. 第 19項──息率基準風險(影響 / 情境分析) 

 

因息率基準風險而使機構盈利受到的影響，應根據以下兩個情境來衡量： 

 

(i) 所有利率受到平行向上震盪，但利率敏感資產的固定及管理利率除外；及 

 

(ii) 利率敏感資產的管理利率受到平行向下震盪，其他息率維持不變。 

 

為計算第 19 項對盈利的影響，應假設在兩個情境下利率變動分別維持 1 個月、3

個月、6 個月及 12 個月，並同時加入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持倉。此計算方法與盈

利角度的計算方法相近(參閱以上第 42 段)，但前者假設不同類別的利率會出現不

同的變化。然而，若為設有最優惠(管理利率)上限的浮息資產，並且在情境(i)下該

上限具約束力，應就計算基準息差風險引致的盈利影響而言將這些資產重新歸類

為管理利率資產。 

 

假設機構有一筆 10 億港元浮息按揭貸款，息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200

基點，每 2 個月重訂一次，並以最優惠利率為上限。當前的 HIBOR 及最優惠利率

分別為 0.5%及 4%。在情境(i)下，這筆按揭貸款的最優惠利率上限將具約束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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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這情境持續 3 個月(假設所有持倉於每個時段中間點重訂息率)，對盈利的影響將

會是增加 125萬港元，計算如下： 

 

 
 

 

在情境(ii)下，假設機構在第 2個(2日至 1個月)及第 3個(1至 3個月)時段分別持有

5,000 萬港元及 9.5 億港元的總計管理利率資產，一旦管理利率持續 3 個月(假設為

90 日)下跌 200 基點，該機構在期內來自上述資產的利息收入便會減少約 179.1 萬

港元。假設所有持倉於每個時段中間點重訂息率，計算如下： 

 
 

時段 時間加權率 持倉 對盈利的影響 

 (以下跌足 90日計) 百萬港

元 

百萬港元 

    

翌日或當日： 

 

0 0 

2日至 1個月： 

 

50 0.208 

1至 3個月：  

 

950 1.583 

3至 6個月： NA 0 不適用 

6至 12個月： NA 0 不適用 

  總計 =  1.791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1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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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計算加權平均收益率 / 加權平均利息成本 

 

以下舉例說明如何計算加權平均收益率 / 利息成本。(請注意所用利率僅供說明，申報機構

應採用本身利率敏感資產及負債所適用的實際利率。) 

 

  

第 1a、 1b項  / 

第 5a、 5b項 

 

填報數額 

 

 

其中 

 

 

(A)行  100 20的月息率 2%，80的年息率 8% 

(B)行  350 200的年息率 10%，150的年息率 9% 

(C)行  50 50的年息率 12% 

(D)行  0  

(E)行  0  

(F)行  0  

(G)行 0  

(H)行 0  

(I)行 500 200的年息率 13%，300的年息率 14% 

(J)行 0  

(K)行 0  

(L)行 0  

(M)行 0  

(N)行 0  

(O)行 0  

(P)行 0  

(Q)行 0  

(R)行 0  

(S)行 0  

總計 (A至 S)行 1000  

 

在第 1c、1d / 5c、5d項填報的加權平均收益率 / 利息成本計算如下： 

 

(i) (A)行 

  

(ii) (B)行 

  

(iii) (C)行  

  

(iv) (I)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