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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1月1日起，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以	

下简称“本集团”)，根据修定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银行第

637号通告(新加坡注册银行之风险基准资金充足率通告或新

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本集团认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强化本集团风险管理

文化的一部分，以确保本集团贯彻正确的风险管理规则、实践

和程序，以促进各部门和市场的业务增长。

以下所披露的是常年报告书中有关本集团风险程度、风险管

理实践及资本充足率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是经审核账目的

一部分。

1  应用范围

本集团采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来计算信用风

险的监管资本规定。经批准的批发业务组合采用的是基础内部

评级法，而经批准的零售业务组合则采用高级内部评级法。其

余的信用风险多数采用标准法。此外，本集团也采用标准法来

计算操作和市场风险的资本规定。

除非是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必须从合格资本

中扣除的规定，或者实体公司符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设定的

分隔规定，否则本集团的资本规定，一般上根据财务报表附注

2.2中所论及的，按综合方式原则准备财务报表。关于合并实

体公司的财务报表，请参阅附注52。

某些附属公司必须遵从各别监管机构所制定的最低资本规定。

在此财年，这些附属公司在派发股息时，并未受到任何阻碍。

2 监管资本管理 

2.1 主要资本管理准则

本集团的资本管理政策在于使资金来源多元化；以维持可用	

资本及相关业务风险之间的审慎关系为导向，有效分配资本；

以及满足主要持行者，包括投资者、监管当局和评级机构的

期望。

资本管理程序，包括定期评估本集团的资本供求，是由资本及

资产负债委员会统一监督。可用资本是以上述政策为指导，根

据竞争需求进行分配，并确保遵守相关法规。董事会会在每个

季度收到最新报告。 

2.2 资本结构及资本充足率

以下详细阐明本集团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资本来源及资本

充足比率。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已阐明在新加坡

注册的银行，必须维持的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及该比率的计算方

法。本集团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一级资本充足比率和总资

本充足比率，分别为13.1%和16.7%。两者都超过新加坡金融

管理局规定的6.0% 和10.0% 最低水平。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第6部，阐明了总合格资本的

组成部分。这包括按规定调整后的股东资金、少数股东权益以

及由本集团发行的合格资本工具。有关这些资本工具的条款，

可参阅财务报表附注35和38。
 
百万元 2009年

一级资本

 股本  8,435
 公开储备金  16,802
 已付清非积累优先股  1,100
 少数股东权益  408
 创新一级资本工具  2,618
减：从一级资本中扣除

 商誉及递延税务资产  5,970
 其它扣除部分(50%)  128

合格一级资本  23,265
符合限额的二级资本  6,491
减：从二级资本中扣除

 其它扣除部分(50%)  128

总合格资本  29,628

风险加权资产

 信贷  137,389
 市场  28,669
 营运  11,164

总风险加权资产  177,222

一级资本充足比率(%)  13.1
总资本充足比率(%)  16.7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支柱信息披露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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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加权资产

百万元 2009年

信用风险：

 内部评级法

  零售业务风险

   房屋贷款风险  3,121
   合格的循环零售业务风险  1,821
   其它零售业务风险  1,360
  批发业务风险

   主权风险  3,005
   银行风险  11,627
   企业风险  52,671
   企业小型业务风险  2,424
   专项贷款风险  20,508
 股票风险  5,087
 证券化风险  57

按内部评级法之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01,681

按1.06比例系数调整的内部评级法之风险加权资产  107,782

 标准法

  房屋贷款风险  674
  法定零售业务风险  765
  企业风险  16,240
  私募股权与风险资金投资风险  155
  其它风险

   房地产、厂房、设备和其它固定资产  1,532
   个人客户风险  5,979
   其它  4,262

按标准法之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29,607

风险加权资产之信用风险合计  137,389

市场风险：

标准法

 利率风险  21,616
 股票持仓风险  251
 外汇风险  6,800
 商品风险  2

风险加权资产之市场风险合计  28,669

标准操作风险  11,164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77,222 

3 信用风险 – 一般披露

3.1 信用风险管理 

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或交易对方，因无法偿还债务或履行合

约，所造成的损失风险。包括借贷、销售、交易、衍生产品、

付款交易及证券结算的金融活动，都会产生信用风险。 

本集团信用风险管理委员会组成的高层论坛，讨论信贷趋势及

各层面的信用风险管理，这包括了识别、评估、监督、缓解和

控制程序。

本集团信用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并确保遵守各国、各行业和各

业务层的信贷限额及政策。跨企业的核心信用风险政策，详细

阐述了本集团的信用风险管理活动应遵循的操行。这个政策确

保整个集团内的信用风险承担维持一致，并为制定特定业务的

信贷政策提供指导方针。

消费信用风险一般地以组合形式管理。每个帐户都会根据借款

人的特点及抵押品的类型，分配到各别的风险分担群内。另一

方面，批发业务信用风险则会个别进行分析，并由经验丰富	

的信贷主管根据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等因素，辨别及评估信用风

险，然后进行批准。风险会定期受到监控，以便有系统地辨别

恶化的风险，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信贷监控部门确保所承担和维持的信用风险，符合整个集团的

信贷政策和指导方针。这个部门确保适当启动经批准的信贷限

额，适当批准超额和例外情况，也同时监督是否遵从由管理层

和／或监管机构所制定的信贷标准和／或信贷契约。

独立的信用风险评估小组，会定期评估信用风险及判定的信用

风险管理程序。这个小组每年也独立的确认内部信用风险评级

程序。这些评估报告，让高级管理层能对信用风险管理措施的

效率进行客观、适时的评估，以确保整个集团的政策、内部评

级模型和指导方针在不同部门，包括相关附属公司，都保持一

致。

信用风险的压力测试，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日益重要。星展集

团采用信用风险压力测试方法来评估投资组合的弱点，审查是

否存在“异常但可能”的不良信用风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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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家风险 

本集团的国家风险管理框架，阐明跨国风险管理的原则与方

法。这个框架包括国内(和主权)风险评级机制。此机制为商务

决策作出独立评估。国家风险基准限定的设定，能让本集团警

觉风险程度扩大到出现集中风险的迹象。本集团也设定日常营

运国家风险限额，又称为营运限额，以管理跨境风险的形成与

扩大。本集团设定严格的审查步骤，目的在于从全球、区域和

国家层面所察觉到的风险，对国家风险承受程度进行调整。此

外，本集团与各业务和信贷管理部门之间也进行密切磋商，讨

论适当的跨境风险承受程度。这不仅考虑风险与机会，同时也

重视本集团的策略意向。

3.3 信用风险概述	(a) 

下表概述本集团的信用风险：  
    2009年
百万元	  风险

高级内部评级法

 零售业务风险

  房屋贷款风险  35,019
  合格的循环零售业务风险  3,885
  其它零售业务风险  3,073
初级内部评级法

 批发业务风险

  主权风险  44,672
  银行风险  47,373
  企业风险  77,019
  企业小型业务风险  2,723
  专项贷款风险  18,625
股票风险内部评级法  2,700
证券化风险内部评级法  312

内部评级法合计  235,401

标准法

 房屋贷款风险  1,832
 法定零售业务风险  1,012
 企业风险  16,926
 私募股权与风险资金投资风险  78
 其它风险

  房地产、厂房、设备和

     其它固定资产  1,532
  个人客户风险  5,954
  其它  6,718

标准法合计  34,052

合计   269,453

(a)   以上是缓解信用风险后的数字。若适用，还包括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第637号通告确定的资产负债表内数字，以及资产负债表外的信贷相关

项目

有关按地区、行业和剩余合约期限的最大信用风险承受程度分

析，可参阅财务报表附注46和48。 

4   运用内部评级法评定信用风险 

4.1 应用范围

本集团根据内部评级法的不同资产级别，使用不同评级机制。

对于信用风险模型的制定与批准，本集团具有健全的监控程

序。所制定的信用风险模型，由本集团的独立风险管理部门确

认，以确保与目的相符。信用风险模型在本集团信用风险管理

委员会认可之前，经过严格审核，并在董事部风险管理委员会

批准后，方可应用。

为确保评级机制能够持续维持适当和健全的水平，风险管理 – 

信贷组合分析部每月会对这些评级机制的效果进行监视，并将

结果呈报给本集团的信用风险管理委员会。此过程会突出信贷

机制中任何实质的信贷恶化，以便知会管理层。此外，独立的

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管理 – 模型确认部，每年会对每项评级机

制进行正式确认。确认过程由本集团审计部独立审查。

从信贷评级模型评定的内部信用风险级别，将用来计算内部评

级法的资本要求。此外，从信贷模型所评定的级别，也作为提

供信贷担保、监视投资组合以及确定业务策略的基础。

本集团的内部评级法组合基础，采用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提供

的监督性质违约损失率评估。这个监督性质的违约损失率评

估，用来计算投资组合中的加权风险和监管资本。对于高级内

部风险评级法组合，违约损失率是根据内部模型进行估算，并

且用来计算资本和评估风险收益。

风险或违约风险，是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规

定，为资产负债表内的数额与／或资产负债表外的信贷相关项

目的合计(乘于信贷换算系数)。

4.2 零售业务风险

零售业务风险组合根据高级内部评级法分成不同资产级别；

即：房屋贷款、合格的循环零售风险及包括从汽车贷款到个人

贷款的其它零售业务风险。

 

在各资产级别里，风险是根据投资组合进行管理。每个帐户都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支柱信息披露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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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借款者的特性及抵押品的种类，归入个别的风险分担群内。

损失估算是依据过去的违约记录和划定期限内的实际确认损失

进行计算。所谓的违约，适用于专项贷款而不是债务人层次的

业务。这在包括承担标准、记分模型、批准机构、资产质量频

率及业务策略评估的特定业务信用风险政策与程序，再加上监

视投资组合与风险标准差距的系统、程序和技术，都有适当的

安排。担保贷款的信用风险模型，会每月更新各项贷款的风险

程度。这正反映本集团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原则，广泛

采用风险模型来进行投资组合质量评估。

以下是截至2009年12月31日，本集团根据内部评级法进行评

估得出的零售业务信用风险概述：

(A) 房屋贷款风险
   敞口加权之 
  敞口	(a)  平均风险加权	(b)

预期损失百分比范围 (百万元)   (%)

最高0.10%  30,505   6
> 0.10% 至 0.50%  4,133   24
> 0.50%  381   70

合计  35,019   9

(a) 包括下表(D)所阐明的未取用贷款承诺

(b)  所披露的百分数是在采用内部评级法比例系数之前

(B) 合格的循环零售业务风险
   敞口加权之 
  敞口	(a)  平均风险加权	(b)

预期损失百分比范围  (百万元)   (%)

最高5% 3,599 28
> 5% 286 285

合计  3,885  47

(a) 包括下表(D)所阐明的未取用贷款承诺

(b)  所披露的百分数是在采用内部评级法比例系数之前

(C) 其它零售业务风险 
   敞口加权之 
  敞口  平均风险加权	(a)

预期损失百分比范围  (百万元)   (%)

最高0.30%  1,223  19
> 0.30%  1,850  61

合计  3,073  44

(a)  所披露的百分数是在采用内部评级法比例系数之前

(D) 未取用贷款零售业务风险
    当量

百万元 暂定款项 信贷金额	(a)

合格的循环零售业务风险 7,998 2,893
房屋贷款风险 4,923 4,923

合计 12,921 7,816

(a)  当量信贷金额是暂定款项乘于适当的信贷换算系数

4.3 批发业务风险

批发业务风险包括主权、银行、企业、企业小型业务、专项贷

款及证券化风险。这些风险根据基础内部评级法评估。批发业

务风险(证券化风险除外)的风险评级可能与相等的外部评级对

应。以下是风险等级的说明，以便定性解释风险基准。

主权风险是根据内部评级法的投资组合，采用内部风险评级模

型和指导方针来评级风险。各国的特定宏观经济风险因素、政

治风险因素、社会风险因素及资金流动风险因素，以规范及有

系统的方式，使用主权评级模型客观地评估主权信用风险。

银行风险采用银行评级模型。此模型涵盖资本水平及流动性、

资产质量收益、管理及市场敏感度的各类信用风险因素。所评

估出来的风险评级会与外部信用风险等级对照，以确保内部评

级系统与外部一致，并且进行适当调整。

个别企业信贷是采用受认可的信用风险模型进行评估，并由资

深的信贷核准人评估与分析相关的信用风险因素。大型企业的

信贷是采用受认可的模型进行评估，并由指定的信贷核准人审

核。风险评估程序所涉及的信贷因素包括债务人的财务状况与

展望、行业与经济的状况、市场地位、融资渠道及管理能力。

小型企业借款人的交易对方风险评级，主要是根据借款人的财

务状况和能力进行评估。这是以核准的量化工具进行审核，并

辅以由信贷主管对定性因素如管理能力进行专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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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信贷条款需要多次评估，否则内部评级法投资组合的信贷评级，每年至少评估一次。交易对方风险评级程序由贷放项目风险	

评级体制加以巩固。此体制考虑到其它风险缓解因素如抵押品、第三方担保和转账风险。

当下列任何情况或两者都发生时，个别债务人将被视为违约：

•	 	主观性违约：债务人可能无法全额偿还债务，而本集团无法通过变卖抵押品(若有)追索债务。

•	 	技术性违约：债务人对本集团的任何借贷，逾期超过90天。

这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的规定一致。

以下是本集团对各类投资组合进行内部评级的叙述：
   新加坡 
星展集团违约   金融管理局 标准普尔

概率等级 评级说明 内部分级 相应分级 相应评级

违约概率等级	1 考虑相关经济、社会和地区情况的影响，	 特强	 合格 AAA

 财务承担能力特强

违约概率等级	2 考虑相关经济、社会和地区情况的影响，	 优良	 合格 AA+, AA, AA-

 财务承担能力优良

违约概率等级	3 容易受到经济、社会、地缘政治和其它	 强稳	 合格 A+, A, A-

 不利情况的影响。财务承担能力很强

违约概率等级	4A/4B 对经济、社会或地缘政治或不断变化的	 良好	 合格 BBB+/BBB

 不利环境具备充分防御。这可能削弱

 债务人的财务承担能力

违约概率等级 5 比“4B”级稍差，但风险防范参数尚可	 满意	 合格 BBB-

违约概率等级	6A/6B 财务承担能力令人满意，但由于业务、	 可接受	 合格 BB+/BB

 财务、经济、社会或地缘政治及不断变化

 的不利因素影响，债务承担能力可能较差

违约概率等级	7A/B 财务承担能力一般，但由于业务、财务、	 一般	 合格 BB-

 经济、社会或地缘政治及不断变化的不利

 因素影响，债务承担能力可能较差

违约概率等级	8A 财务承担能力较差。业务，财务或经济的	 较差	 合格 B+

 不利情况，可能削弱债务人偿还债务能力

 或不愿偿还债务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支柱信息披露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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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星展集团违约   金融管理局 标准普尔

概率等级 评级说明 内部分级 相应分级 相应评级

违约概率等级	8B/8C 财务承担能力差。业务，财务或经济的	 特别关注	 特别关注 B/B-
 不利情况，可能削弱债务人偿还债务能力

 或不愿偿还债务

违约概率等级	9 容易出现赖债情况。债务人决定是否偿还 准坏帐 次级 CCC-C
 债务取决于业务、财务和经济的优劣状况。  (非违约)

 不利条件下，还债可能性不大

违约概率等级	10 “10”级或以上便是违约 违约	 次级或更差 D
或以上 (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  (违约)

下表概述本集团根据内部评级法，截至2009年12与31日的批	

发业务信用风险：

(A) 主权敞口
   敞口加权	

	 	 	 之平均

 违约概率范围 敞口 风险加权	(a)

违约概率等级 (%) (百万元) (%)

违约概率等级	1 至	3 0.00 – 0.10 43,504 5
违约概率等级	4A 至	5B 0.10 – 0.47 – –
违约概率等级	6A/6B 0.47 – 1.11 778 68
违约概率等级	7A 至	9 1.11 – 99.99 390 106

合计  44,672 7

(a)  所披露的百分比是还未采用内部评级法换算系数之前的数据

(B) 银行敞口
   敞口加权	

	 	 	 之平均

 违约概率范围 敞口 风险加权	(a)

违约概率等级 (%) (百万元) (%)

违约概率等级	1 至	3 0.03(b) – 0.10 27,363 11
违约概率等级	4A/4B 0.10 – 0.33 12,550 33
违约概率等级	5 0.33 – 0.47 3,462 47
违约概率等级	6A/6B 0.47 – 1.11 2,964 66
违约概率等级	7A 至	9 1.11 – 99.99 939 101
违约概率等级	10 违约 95 –

合计  47,373 25(c)

(a)  所披露的百分比是还未采用内部评级法换算系数之前的数据

(b)  银行敞口的违约概率，是与内部借款人等级之附加风险相关的一年期违

约概率，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规定的0.03%

(c) 不包括违约的敞口

(C) 企业敞口
   敞口加权	

	 	 	 之平均

 违约概率范围 敞口 风险加权	(a)

违约概率等级 (%) (百万元) (%)

违约概率等级	1 至	3 0.03(b) – 0.10 11,289 18
违约概率等级	4A/4B 0.10 – 0.33 7,563 43
违约概率等级	5 0.33 – 0.47 11,370 53
违约概率等级	6A/6B 0.47 – 1.11 20,001 70
违约概率等级	7A 至	9 1.11 – 99.99 24,518 111
违约概率等级	10 违约 2,278 –

合计  77,019 70(c)

(a)  所披露的百分比是还未采用内部评级法换算系数之前的数据 

(b)  银行敞口的违约概率，是与内部借款人等级之附加风险相关的一年期违

约概率，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规定的0.03%

(c) 不包括违约的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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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企业小型业务 (a) 风险

   敞口加权	

	 	 	 之平均

 违约概率范围 敞口 风险加权	(b)

违约概率等级 (%) (百万元) (%)

违约概率等级	1 至	3 0.03(c) – 0.10 – –
违约概率等级	4A/4B 0.10 – 0.33 5 31
违约概率等级	5 0.33 – 0.47 79 51
违约概率等级	6A/6B 0.47 – 1.11 655 65
违约概率等级	7A 至	9 1.11 – 99.99 1,896 103
违约概率等级	10 违约 88 –

合计  2,723 92(d)

(a)  小型企业业务是指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的规定，所公布

的年销售额少于1亿新元的公司

(b) 所披露的百分比是还未采用内部评级法换算系数之前的数据 

(c)  银行敞口的违约概率，是与内部借款人等级之附加风险相关的一年期违

约概率，或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规定的0.03%

(d) 不包括违约的敞口 

4.4 专项贷款敞口

专项贷款的内部评级法投资组合，乃采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

637号通告附件7V规定的监管分类标准。这些投资组合包括利

润的房地产融资、项目融资、对象融资、酒店融资和结构性交

易／商品融资。根据监管分类标准指导原则的监管评级类别，

确定风险加权，以便计算信贷加权敞口。

下表概述本集团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专项贷款敞口：

   敞口加权 
 风险  之平均

 加权资产 敞口 风险加权(a)

2009年 (百万元) (百万元) (%)

强稳 2,080 3,858  54
良好 5,338 7,257  74
满意 4,286 3,727  115
较弱 8,804 3,522  250
违约 –  261  –

合计 20,508 18,625  112(b)

(a) 所披露的百分比是还未采用内部评级法换算系数之前的数据 

(b) 不包括违约的敞口 

4.5 证券化敞口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本集团只对证券化资产进行小额投资。

此外，本集团并不积极参与由信用风险转移或其它策略考量因	

素驱动的证券化活动。

本集团在证券化资产的投资，是根据财报准则39的原则计

算。请参阅财务报表附注2.7，有关本集团对金融资产的会计

政策。

证券化资产是由外部评级机构给予评级，而加权风险的评估采

用的是评级基准方法。本集团只接受由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

对这类敞口的评级。

下表是本集团承担的证券化资产风险(特殊准备金净额)：

    从一级

 以评级 不以评级 风险 资本和

2009年 基准方法 基准方法 加权 二级资本中

(百万元) 估算的敞口 估算的敞口 资产 扣除

风险加权

0% – 12%  18  –  1  –
15% – 18%  93  –  15  –
20% – 50%  131  –  30  –
60% – 650%  14  –  11  –
扣除  48   8  –   56

合计  304   8   57   56

下表以风险类别分析本集团所承担的证券化资产风险(特殊	

准备金净额)：

   从一级

    资本和

2009年   二级资本中

(百万元) 风险总额 加权风险 扣除

风险类别

资产担保证券

 债务／贷款

 (债务抵押债券)  76   28   48
非资产担保证券

 债务抵押债券，

 抵押担保证券及

 其它项目  236   228   8

合计  312   256   56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支柱信息披露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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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逾期及减值敞口的准备金政策

有关本集团逾期及减值敞口的准备金政策，请参阅下表的财务

报表附注。

财务报表附注 财务状况披露

2.8  本集团就估算金融资产特殊及一般准备

金的会计政策

46.3  本集团就地区和行业划分的分类贷款及

逾期贷款的会计政策

13, 20, 21 及 33  本集团此财政年的特殊和一般准备金的

变动

4.7 预期损失与实际损失比较 

下表是截至2009年的实际损失与截至2008年12月的特定类别

内部评级法资产预期损失相比较。实际损失是特殊减值损失准

备金，并从本集团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损益表中扣除。

 2008年12月31日 2009年
 预期损失 实际损失

巴塞尔新(资产)级别 百万元 百万元

批发业务敞口

主权  7 –
银行 56 33
企业(包口中小型

 企业和专项贷款) 731 739
零售业务敞口 
房屋贷款 21 6
汽车贷款  9 7

预期损失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就预期未来损失的防范措施。

这是根据内部评级法模型，以最低资本规定为基准，估算违约

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前者大多时候是全周期，而后者则主要在

低迷时期。实际损失是会计概念。这包括新贷款项目的减值准

备金、其它违约敞口的逐增减值准备金及此财政年的损耗扣除

项目。因此，这两种损失的估算不可进行直接比较。

4.8 内部评级法模型计算表现 

预估的内部评级法模型参数是根据全周期方式计算，若只根据

2009年的经历和观察来估算业绩表现并不恰当。

5  以标准法评估信用风险 

5.1 应用范围

本集团采用标准法评估过渡性投资组合和规模及风险承受度较

小的投资组合。这些投资组合包括：

•	 过渡性内部评级法零售与批发业务敞口

•	 豁免内部评级法零售业务敞口

•	 豁免内部评级法批发业务敞口

过渡性零售业务敞口在未来几年可能改用高级内部评级法进行

评估，但这取决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批准。目前，所采用的

是标准法。

以标准法估算的投资组合，受制于本集团的全面监控框架和信

用风险管理实践。根据此框架，本集团继续监督这些投资组合

的规模和风险承受度，并进一步加强完善风险估量程序，以应

付重大风险的出现。

若适当，本集团会采用外部评级法来评级根据标准法估算的信

用风险，并且只接受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的评级。本集团遵

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规定的程序，即评级与相关

的风险加权对应。

5.2 加权风险敞口

下表是以标准法分析加权风险(不包括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

三支柱信息披露附注10所披露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敞口)：

 2009年
百万元 风险

风险加权

0%  2,090
20%  454
35%  1,782
50%  1,444
75%  1,001
100%  27,080
150%  123

合计  3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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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用风险缓释 

当确定风险加权资产的信贷时，便会应用信用风险缓释技术。

风险是按合格的金融抵押品或其它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

号通告允许的抵押品进行调整。

已确认的抵押品包括金融资产和有形资产。金融抵押品主要是

现金存款、债务证券和股票，而有形抵押品则包括土地与建筑

物、交通工具和设备。

合格信贷保障也用来减缓发生违约事件时的信贷损失。请参阅	

财务报表附注46有关信用风险缓释技术的政策和程序。本集

团在缓释信用风险方面，采用广泛的方法，而对违约概率或违

约损失率的影响，所采用的指导原则与基本内部评级法投资

组合相同。

下表概述信用风险受到合格的金融抵押品、其它合格的抵押品

及折减后的合格信贷保障的保护范围：

    受合格信贷

    保障保护的

2009年 合格金融 其它合格 信用风险

百万元 抵押品 抵押品 减少数额

基本内部评级法

批发业务敞口

 主权敞口  109  – –
 银行敞口  671  –  86 
 企业敞口  2,471   3,523   2,536 
 企业小型

  业务敞口  203   1,131   150 

小计  3,454   4,654   2,772 

标准法

 房屋贷款敞口  165  – –
 法定零售

  业务敞口  158  1 1
 企业／其它敞口  2,803  62  687 

小计  3,126  63  688 

合计  6,580   4,717   3,460

上表不包括在风险加权中直接考虑到抵押品的风险，例如特殊

贷款和房屋贷款风险。此表也不包括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

视为合格，但不符合规定的法律／营运标准的风险，例如在特

定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不确定执法情况。一些在基本内部评级法

视为合格，但不属于标准法范畴的抵押品，其风险也不包括在

应用标准法评估的投资组合内(例如以商业地产抵押的风险)。

7 交易对方信用风险

7.1 信贷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额

 信贷衍生产品名义本金额

百万元 买入信贷保障   售出信贷保障

自身信贷组合  33,884  31,619
客户代理项目  15,104  14,725

合计  48,988  46,344

信贷违约掉期  48,863  46,344
总收益掉期  125 –

合计  48,988  46,344

信贷衍生产品的名义值并不能准确反映其经济风险。这些名

义值包括受益人和担保人(买入和售出信贷保障)所持有的信

贷保障。

本集团在买卖保障之间，一般上让名义总额错配，因为这些信

贷衍生产品用来作为其它投资工具的避险措施，包括客户流量

的风险。从信贷衍生产品售出的保障主要与名义额调整后买入

的保障匹配。名义额主要调整到存续期等值，或反映出分券结

构的从属级别。

本集团积极监督信贷衍生产品合约中的交易对方信用风险。截

至2009年12月31日，本集团持有的信贷衍生产品中，有超过

95%的名义值来自与本集团持有抵押协议的15大著名企业。

 

7.2 交易对方风险管理

交易对方信用风险是以贷款风险处理，并包括本集团对交易对

方所限制的总贷款额。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支柱信息披露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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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积极监督和管理与交易对方场外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

以便交易对方违约时，能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平衡。交易对方风

险可能受到市场风险事件的严重影响。这些风险重点在经过

确认、评估、管理后，提呈给有关的风险委员会。当期敞口是

用来计算本集团的信用风险净值及交易对方风险的最低资本规

定。这是以市值计价风险及适当的附加因素，来说明未来的

潜在风险。

在适当及可行的情况下，本集团会进一步与交易对方达致主净

额结算协议的方式，管理信用风险。与有利合约相关的信用风

险，在主净额结算协议的安排下，当出现违约事件时，所承担

的风险程度减低至与交易对方的所有款额，都按净价结算。

本集团也可能与交易对方订立信贷担保附件，以减低信用风险

和提高竞争力。这些附件，都按各类抵押品的合格性和追索抵

押品的发生次数，受内部指导原则监控。

7.3  交易对方风险的信贷等价额

百万元 2009年

重置成本  15,963 
未来潜在敞口  14,817 

信贷等价总额  30,780 
包括： 
 利率合约  9,644 
 信贷衍生产品合约  6,117 
 股权合约  336 
 外汇合约及黄金  14,682 
 商品合约  1 

信贷等价总额  30,780 
减：净额结算协议影响  14,486 

净额结算后之信贷等价额  16,294 

减：担保额 
 合格金融担保  293 
 其它合格担保  1 

信贷等价净额  16,000

通过国际掉期交易商协会订立的风险抵销协议和合格抵押品的

确认，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得以减低；其影响已包括在有关最

低资本规定的计算中。

8  市场风险 

8.1 交易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是根据本集团市场风险管理框架以进行管理。有关本

集团如何管理市场风险，包括本集团风险价值的量化数据，可

参阅财务报表附注47。

8.2 市场风险的资本处理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本集团遵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

号通告的规定，采用标准法计算市场风险资本需求。有关市场

风险资本需求的细节，请参阅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支柱信

息披露附注2.2。

9  操作风险

9.1 操作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是指内部运作程序、人员或系统使用不当或失败，或

外来事件，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或商誉风险所引起的

损失风险。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的操作风险管理框

架，是用来确保本集团内部的操作风险在确认、监督、管理和

呈报的过程，是经由有组织、系统和统一的形式进行。

在管理和控制操作风险方面，此框架包括内控自我评估、风险

事件管理、主要风险指标监测及风险定位程序的不同工具。风

险事件，包括任何会影响本集团商誉的重大事件，都必须根据

所设定特限提呈报告。具有预定升级触发的主要风险指标，是

用来预先监测风险。

此框架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一套核心操作风险标准。这套标准	

为基准控制提供指导方针，以确保营运环境受到控制并且健

全。每项新推出的产品或服务及委外项目，都均需经过风险审

核与批准的过程。相关的风险，是由与建议推出产品或服务的

风险承担部门独立部门评估与确认。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差异、

委外项目也需遵循类似程序。主要的操作风险缓释方案包括业

务持续管理和环球保险计划。执行总裁每年会向董事会说明本

集团的业务持续管理情况，包括任何剩余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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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操作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本集团的操作风险管理设

施，包括框架、政策、程序、信息、方法和系统。集团操作风

险委员会也对本集团的操作风险状况进行定期评估，并确认和

建议集团操作风险政策，由最高管理层批准执行。

9.2 营运风险的资本处理 

采用标准法计算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加权资产的操作风

险。 

10  银行帐户的股票敞口

10.1 应用范围

本集团的银行帐户股本投资包括：

•	 收益持有投资和／或长期资本收益； 

•	 作为增长项目和／或支持业务运作的实体策略性投资。

本集团的银行帐户股本投资，乃依据财报准则进行分类和评

估，并归类为可用于出售投资或者联营公司投资。有关本集团

会计政策，请参阅财务报表附注2.2和2.7。财务报表附注52则

披露本集团对业务实体所持有的重大权益。

10.2 资本处理

本集团采用内部评级法简单风险加权法，计算银行帐户内最低

资本规定的股本风险，但不包括私募股权／创业资本 。这两

者必须遵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通告对监管风险加权和

资本扣除的规定。

下表概述本集团银行帐户中的股本风险，包括对金融机构一级

资本工具的投资：
     从一级和 
2009年 风险加权 风险加权 二级资本中

百万元 敞口 (%) 扣除

简单风险加权法

 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认可交易所挂牌的股票 625 150 25
 未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认可交易所挂牌的股票 2,075 200 71

小计 2,700 – 96

监管风险加权方法

 私募股权与创业资本 78 200 #

合计 2,778 – 96

# 数额少于50万元

有关本集团投资于证券和联营公司的细节，请分别参阅财务报

表附注21和25。

以下是简单风险加权法计算的股本风险，在股本分组后的进

一步分析：
    敞口加权之

   敞口   平均风险加权(a)

2009年  (百万元)   (%)

经银行法令

 第32节批准的

 主要股份公司  571   195
在新加坡设立，

 经相关机构批准、

 许可、注册或其它

 形式管理的金融

 机构资本总额 
 <= 2%合格总资本  35   150
其它股本风险  2,094   187

合计  2,700   188

(a)  所披露的百分比是还未采用内部评级法换算系数之前的数据

出售和清算股本风险后的已实现收益：

百万元 已实现收益

2009年 214

股本的未实现收益总额并没有在本集团的损益表中反映出来，

但已包括在二级资本，合计为8千7百万元。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三支柱信息披露
截至2009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