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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良好实现稳健增长 LGT 於 2022 上半年的不明朗环境下依然实现稳健增长，并进一步扩展客户业务。集团盈利录得 2.172

亿瑞士法郎，相当于同比增长 20%。 LGT 资本相当充裕，一级资本比率为 18.4%，并保持高水平流动

性。截至 2022 年 6 月，管理资产总额保持稳定，为 2,847 亿瑞士法郎，而且净资产流入非当强劲，达

62 亿瑞士法郎（4%年化增長），另外收购 Crestone Wealth Management 也带来 156 亿瑞士法郎资产

增长。

目前状况 LGT 凭借良好的定位，可应对欧元区可能出现的负面发展。集团在列支敦士登、瑞士、奥地利、新加坡

和香港各地均设有银行。这五个金融中心都拥有标准普尔的最高评级（BICRA2 和 3）。 

强健的信用评级 作为纯粹的私人银行，LGT 银行有限公司是当中少数几家同时获得穆迪及标准普尔的评级之一。母公司

LGT 集团基金会的信誉，是评级的基础。强健的评级也建基于稳健的资产负债表及强劲的盈利能力。

穆迪 标准普尔

长期评级 Aa2 A+  

短期评级 P-1 A-1 

 展望：穆迪 – 稳定；标准普尔 –稳定。

 穆迪于 1996 年授予 LGT 银行首次评级，而标准普尔则自 1997 年 1 月起为 LGT 银行评级。

 穆迪的短期评级 P-1 是其最高评级，而标准普尔的 A-1 评级则是其第二高的评级。

 LGT 皇家银行是列支敦士登公国最大的银行，列支敦士登本身也获得评级机构的最高主权评

级，即标准普尔的 AAA 评级。

 基于获得出色的评级，《环球金融》杂志于 2017 年名列 LGT 为全球 50 家最安全的银行之一。

LGT 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荣获提名的四家银行之一。

强健的一级资本比率 从监管角度来看，一级资本比率是衡量银行财务实力的重要指标，这一比率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

指引为基础进行评测。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LGT 的一级资本比率为 18.4%，而最低监管要求则为

13%。

一级资本比率的对比以百分比计（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

LGT  18.4 花旗集团 11.7 渣打银行 13.9 

瑞士银行 14.2 摩根大通集团 12.2 大华银行 13.1 

瑞士信贷集团 13.5 高盛 14.2 星展银行 14.2 

德意志银行 13.0 美国银行 10.5 汇丰银行 (31.12.2021) 17.3 

法国巴黎银行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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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的杠杆比率 杠杆比率是欧盟根据《巴塞尔协定三》框架引入的一项重要规定。该比率是以银行一级监管资本除以

营业总额计算所得。因此，杠杆比率较低即代表相对于一级资本的负债水平较高。

杠杆比率的对比以百分比计（截至 2022 年 06 月 3）

LGT  8.0 花旗集团 5.6 渣打银行 4.5 

瑞士银行 5.8 摩根大通集团 5.3 大华银行 6.6 

瑞士信贷集团 6.1 高盛 5.6 星展银行 6.2 

德意志银行 4.3 美国银行 5.6 汇丰银行(31.12.2021) 4.0 

法国巴黎银行 3.7 

稳定和以客户为基础

的再融资

LGT 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的结构上多年来保持稳定，银行大部分的再融资来自客户存款（目前为

74 %）及股本（目前为 10%）。客户存款在 2022 年保持在高水准，原因是客户认同如 LGT 般以保守

方式管理资产负债表。

于 2022 年 06 月 30 日，LGT 的 573 亿瑞士法郎债务组成如下：

 60 亿瑞士法郎      (10.4%) 股东基金

 421 亿瑞士法郎    (73.5%) 客户存款

 35 亿瑞士法郎        (6.1%) 银行借贷

 57 亿瑞士法郎      (10.0%) 其他

优质资产 于 2022 年 06 月 30 日，LGT 的 573 亿瑞士法郎资产投资于以下类别：

 212 亿瑞士法郎    (37.0%) 客户贷款

 85 亿瑞士法郎      (14.8%) 银行同业拆借

 89 亿瑞士法郎      (15.5%) 中央银行的往来帐户

 123 亿瑞士法郎    (21.4%) 财务资产

 64 亿瑞士法郎      (11.3%) 其他

LGT 始终以严谨、保守的方式管理资产，从而成就了目前实力雄厚的优质资产根基。

 LGT 实行谨慎的客户信贷政策（总额 212 亿瑞士法郎）。事实上，LGT 几乎都以质押托管帐户、以

及以位于列支敦士登及瑞士的住宅物业按揭结合私人银行资产作抵押的方式给予借贷（「伦巴德借

贷」）。受惠于严谨的信贷政策，LGT 的信贷损失一直维持于极低水平。

 LGT 王室投资组合拥有超过 20 年来在风险及回报方面都表现强健的纪录，获列支敦士登王室视为一

项长期投资。

 为了管理流动性，LGT 会在银行同业市场发放无承诺短期借贷（85 亿瑞士法郎），以及投资于短期

货币市场票据（31 亿瑞士法郎）。这两项资产类别大幅度分散于众多高质素的欧洲银行。LGT 超过

62%的货币市场贷款和货币市场票据风险至少为 「AA」评级，超过 98%至少为 「A」评级。LGT

会密切监控这些评级，并在评估各方的信用度时遵循严格的标准。

强健的资金流动性、

保守的资产及债务

管理

存款安全

稳健的再融资规模及优质的资产，令 LGT 银行的流动比率远远高于最低监管要求。LGT 极为谨慎的资产

负债表管理乃基于保守的资产与债务期限差距。

列支敦士登的银行为客户提供的存款保障计划，可媲美瑞士及其他欧洲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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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风险资料

本刊物为市场营销资料，仅供阁下作参考之用，并非买卖任何投资或其他特定产品的要约、要约招揽、公开广告或建议。本刊物

仅向收件人提供，不得以电子或任何其他方式复制或向第三方发布。本刊物内容由 LGT 的员工编撰，并以我们认为可靠的资料来

源为基础。然而，我们不能就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提供任何确认或保证。与本刊物所载资料有关的情况和原则可能随时改

变，因此，资料一经刊发，不应诠释为暗示资料在发布后并无作出任何更改，或有关资料仍属最新资料。本刊物的资料不构成就

财务、法律、税务或其他顾问事项的决策辅助，也不应纯粹根据本资料作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其他决定。建议应向合资格专家寻求

意见。投资者请注意：投资价值可跌可升；因此，过往的正表现并非未来正表现的保证。在不利的汇率变动影响下，不排除可为

投资者带来汇率和外币损失的风险。投资者可能无法取回全部投资本金。预测并非未来业绩的可靠指标。发行和赎回单位所收取

的佣金和费用将单独向投资者收取，因此不会反映在所示表现内。对于因为使用本刊物而可能造成的直接、间接或随后出现的任

何形式损失或损害，我们概不承担责任。本刊物不拟供受法律禁止分派或需要取得许可才能获分派的人士使用。持有本刊物的人

士及潜在投资者，必须了解在其原籍国、居住国或居籍国的法律要求及任何税务后果、外汇限制或管制，以及就购买、收购、持

有、兑换、赎回该等投资或对此作出行动的相关事宜，并取得适当的建议及遵守任何限制。根据内部指引，负责编辑本刊物的人

士可自由购买、持有和出售本刊物所述的证券。对于任何提及到的金融工具，我们乐意随时为您提供免费的额外信息，例如根据

《金融服务法》第 58 条及以下各项的关键信息文件、《金融服务法》第 35 条及以下有关招股说明书或相等的外地金融产品信息

文件，例如根据欧盟 1286/2014 条为个人投资者和保险投资产品 (PRIIPS KID) 提供的投资产品组合的基本信息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