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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良好實現穩健增長 LGT 於 2022 上半年的不明朗環境下仍然實現穩健增⻑，並進⼀步擴展客⼾業務。集團盈利錄得 2.172

億瑞士法郎，相當於同比增⻑ 20%。 LGT 資本相當充裕，⼀級資本比率為 18.4%，並保持高水平流動

性。截至 2022 年 6 月，管理資產總額保持穩定，為 2,847 億瑞士法郎，而且淨資產流入非當強勁，達

62 億瑞士法郎（4%年化增⻑），另外收購 Crestone Wealth Management亦帶來 156 億瑞士法郎資產

增⻑。

目前狀況 LGT憑藉良好的定位，可應對歐元區可能出現的負面發展。集團在列支敦士登、瑞士、奧地利、新加坡

和香港各地均設有銀行。這五個金融中心都擁有標準普爾的最高評級（BICRA2和 3）。

強健的信用評級 作為純粹的私人銀行，LGT 銀行有限公司是當中少數幾家同時獲得穆迪及標準普爾的評級之一。母公司

LGT 集團基金會的信譽，是評級的基礎。強健的評級也建基於穩健的資產負債表及強勁的盈利能力。

穆迪 標準普爾

長期評級 Aa2 A+  

短期評級 P-1 A-1 

 展望：穆迪 – 穩定；標準普爾 –穩定。

 穆迪於 1996 年授予 LGT 銀行首次評級，而標準普爾則自 1997 年 1 月起為 LGT 銀行評級。

 穆迪的短期評級 P-1 是其最高評級，而標準普爾的 A-1 評級則是其第二高的評級。

  LGT 皇家銀行是列支敦士登公國最大的銀行，列支敦士登本身也獲得評級機構的最高主權評

級，即標準普爾的 AAA 評級。

 基於獲得出色的評級，《環球金融》雜誌於 2017 年名列 LGT 為全球 50 家最安全的銀行之一。

LGT 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榮獲提名的四家銀行之一。

強健的一級資本比率 從監管角度來看，一級資本比率是衡量銀行財務實力的重要指標，這一比率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

指引為基礎進行評測。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LGT 的一級資本比率為 18.4%，而最低監管要求則為

13%。

一級資本比率的對比以百分比計（截至2022年06月30日）

LGT  18.4 花旗集團 11.7 渣打銀行 13.9 

瑞士銀行 14.2 摩根大通集團 12.2 大華銀行 13.1 

瑞士信貸集團 13.5 高盛 14.2 星展銀行 14.2 

德意志銀行 13.0 美國銀行 10.5 滙豐銀行 (31.12.2021) 17.3 

法國巴黎銀行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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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的槓桿比率 槓桿比率是歐盟根據《巴塞爾協定三》框架引入的一項重要規定。該比率是以銀行一級監管資本除以

營業總額計算所得。因此，槓桿比率較低即代表相對於一級資本的負債水平較高。

槓桿比率的對比以百分比計（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

LGT  8.0 花旗集團 5.6 渣打銀行 4.5 

瑞士銀行 5.8 摩根大通集團 5.3 大華銀行 6.6 

瑞士信貸集團 6.1 高盛 5.6 星展銀行 6.2 

德意志銀行 4.3 美國銀行 5.6 滙豐銀行 (31.12.2021) 4.0 

法國巴黎銀行 3.7 

穩定和以客戶為基礎

的再融資

LGT 資產負債表上的負債的結構上多年來保持穩定，銀行大部分的再融資來自客戶存款（目前為 74%）

及股本（目前為 10%）。客戶存款在 2022 年保持在高水準，原因是客戶認同如 LGT 般以保守方式管

理資產負債表。

於 2022 年 06 月 30 日，LGT 的 573 億瑞士法郎債務組成如下：

 60 億瑞士法郎     (10.4%)   股東基金

 421 億瑞士法郎   (73.5%)   客戶存款

 35 億瑞士法郎       (6.1%)   銀行借貸

 57 億瑞士法郎     (10.0%)  其他

優質資產 於 2022 年 06 月 30 日，LGT 的 573 億瑞士法郎資產投資於以下類別：

 212 億瑞士法郎   (37.0%)  客戶貸款

 85 億瑞士法郎     (14.8%) 銀行同業拆借

 89 億瑞士法郎     (15.5%) 中央銀行的往來帳戶

 123 億瑞士法郎   (21.4%)  財務資產

 64 億瑞士法郎     (11.3%)  其他

LGT 始終以嚴謹、保守的方式管理資產，從而成就了目前實力雄厚的優質資產根基。

 LGT 實行謹慎的客戶信貸政策（總額 212 億瑞士法郎）。事實上，LGT 幾乎都以質押託管帳戶、以

及以位於列支敦士登及瑞士的住宅物業按揭結合私人銀行資產作抵押的方式給予借貸（「倫巴德借

貸」）。受惠於嚴謹的信貸政策，LGT 的信貸損失一直維持於極低水平。

 LGT 王室投資組合擁有超過 20 年來在風險及回報方面都表現強健的紀錄，獲列支敦士登王室視為一

項長期投資。

 為了管理流動性，LGT 會在銀行同業市場發放無承諾短期借貸（85 億瑞士法郎），以及投資於短期

貨幣市場票據（31 億瑞士法郎）。這兩項資產類別大幅度分散於眾多高質素的歐洲銀行。LGT 超過

62%的貨幣市場貸款和貨幣市場票據風險至少爲「AA」評級，超過 98%至少爲「A」評級。LGT 會

密切監控這些評級，並在評估各方的信用度時遵循嚴格的標準。

強健的資金流動性、

保守的資產及債務

管理

穩健的再融資規模及優質的資產，令 LGT 銀行的流動比率遠遠高於最低監管要求。LGT 極為謹慎的資產

負債表管理乃基於保守的資產與債務期限差距。

存款安全 列支敦士登的銀行為客戶提供的存款保障計畫，可媲美瑞士及其他歐洲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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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風險資料

本刊物為市場推廣資料，僅供閣下作參考之用，並非買賣任何投資或其他特定產品的要約、要約招攬、公開廣告或建議。本刊物僅

向收件人提供，不得以電子或任何其他方式複製或發佈予第三方。本刊物內容由 LGT 的員工擬備，並以我們認為可靠的資料來源為

基礎。然而，我們不能就其準確性、完整性和及時性提供任何確認或保證。與本刊物所載資料有關的情況及原則可能隨時更改。因

此，資料一經刊發，不應詮釋為暗示資料在發佈後並無作出任何更改，或有關資料仍屬最新資料。本刊物的資料不構成就財務、法

律、稅務或其他顧問事項的決策輔助，亦不應純粹根據本資料作出任何投資決定或其他決定。建議應向合資格專家尋求意見。投資

者請注意：投資價值可跌亦可升；因此，過往的正表現並非未來正表現的保證。在不利的匯率變動影響下，不排除可為投資者帶來

匯率和外幣損失的風險。投資者可能無法取回全部投資本金。預測並非未來業績的可靠指標。發行和贖回單位所收取的佣金和費用

將單獨向投資者收取，因此不會反映於所示表現內。對於因為使用本刊物而可能造成的直接、間接或隨後出現的任何形式損失或損

害，我們概不承擔責任。本刊物不擬供受法律禁止分派或需要取得許可方能獲分派的人士使用。持有本刊物的人士及潛在投資者，

必須了解在其原籍國、居住國或居籍國的法律要求及任何稅務後果、外匯限制或管制，以及就購買、收購、持有、兌換、贖回該等

投資或對此作出行動的相關事宜，並取得適當的建議及遵守任何限制。根據內部指引，負責編輯本刊物的人士可自由購買、持有和

出售本刊物所述的證券。對於任何提及到的金融工具，我們樂意隨時為您提供免費的額外資訊，例如根據《金融服務法》第 58 條

及以下各項的關鍵資訊文件、《金融服務法》第 35 條及以下有關招股說明書或相等的外地金融產品資訊文件，例如根據歐盟

1286/2014 條為個人投資者和保險投資產品 (PRIIPS KID) 提供的投資產品組合的基本資訊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