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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之 
独立审计报告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本报告所附的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该公司”）和子公司（以下合称为“该集团”）的合并财务

报表以及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乃根据新加坡1967年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和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以
下简称为“SFRS(I)”）的相关规定进行了恰当编制，以真实、公允地反映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的该公司财务状况及该
集团的合并财务状况，以及该集团截至该日期止财务年度的合并财务业绩、合并权益变动及合并现金流量。

我们审计的内容

该公司及该集团之财务报表包含下列内容：

•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该集团合并利润表；
•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该集团合并综合收益表；
•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的该集团和该公司资产负债表；
• 截至该日期止年度的该集团合并权益变动表；
• 截至该日期止年度的该集团合并现金流量表；及
• 财务报表附注，包括重要会计政策摘要。		

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新加坡审计准则（“SSAs”）的要求执行了审计工作。我们依据这些准则承担的责任在我们报告的“审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中有进一步描述。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我们审计意见的基础。	

独立性

根据会计与企业监管局的会计师和会计实体职业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以下简称为“ACRA准则”）以及与我们在新加坡
的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道德要求，我们独立于该集团，并且已经按照这些要求和ACRA准则履行了我们的其他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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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审计方法

总览

重要性

• 我们根据该集团税前利润的5%来决定整个集团的重要性。

集团范围划定

• 	我们对星展银行有限公司之新加坡业务和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重要组成个体”）执行
了全面的审计程序。

• 我们将星展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台北分行及首尔分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PT Bank DBS 
Indonesia,	星展（台湾）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星展银行印度有限公司辨认为组成个体，其中部分会计
项目之余额于该集团而言具有重大性（以下简称为“其他组成个体”）。因此，我们针对这些重大会计项目

余额执行特定审计程序，以获得充分和适当之审计证据。

主要审计事项

• 客户贷款及垫款的特殊准备金
• 信贷损失一般准备金（第一和第二阶段预期信贷损失）
• 商誉
• 按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工具之估值

重要性之订定及重大错报风险之评估为审计规划工作之一部分。我们尤其考虑到管理层做出主观判断的情况；例如涉

及假设和对本质不确定的未来事件纳入考虑的重大会计估计。在我们所有的审计工作中，我们亦已探讨了管理层逾越

内部控制之风险，包括考虑到是否存在由于舞弊行为而造成重大错报风险之偏差证据。	

重要性

我们的审计范围受到我们重要性概念应用的影响。审计工作的目的是取得合理的保证，以确定合并财务报表是否不存

在重大错报。错报可能会由舞弊或错误引起。如果单项或累计之错报被合理预期将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合并财务

报表所做之经济决策，则该错报被视为重大。

根据我们的专业判断，我们确定了重要性的定量门槛，包括适用于合并财务报表的整体集团重要性，如下表所示。将定

量门槛与定性因素一并考量，有助于我们决定审计范围，以及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选择和程度，并对错误陈述的单独

影响及其对整体财务报表的影响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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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决定整个集团的重要性 该集团税前利润的5% 

针对所采用的基准的说明	 • 	我们选择了“税前利润”，因税前利润是用于计量集
团业绩最为普遍的基准。		

• 我们基于专业判断选择5%，其亦在普遍接受的利润
相关门槛的范围内。

我们在执行审计工作时，为该集团的重要组成个体及其他组成个体分配了个别级别的重要性。这些都低于整个集团的重

要性。	

我们如何确定审计范围

我们依据该集团的架构、会计流程与控制措施以及该集团所经营之行业量身定制审计范围，以便执行足够之审计工作，

使我们能够对整体财务报表发表意见。该集团的财务报告流程依赖其资讯科技（以下简称为“IT”）系统。我们的审计范
围包括测试控制措施对与财务报告相关且透过IT系统处理的关键财务数据的完整性的运行有效性。

在制定整体集团的审计方法时，我们确定了需要由我们或其他根据我们指令执行审计并熟悉特定地区法规的普华永道

会计师联盟所（以下简称为“组成个体审计师”）执行的审计程序范围。当审计工作由组成个体审计师执行时，我们将

决定我们在审计程序中需要参与的程度，以便能够判断我们是否已获得充分且适当之审核证据作为对财务报表整体发

表意见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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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审计事项

主要审计事项是指按照我们的专业判断，在对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财务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中最重要的事项。
该等事项已于审计整体财务报表及形成审计意见之过程中予以处理，我们并不对该等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主要审计事项 我们如何在审计工作中处理主要审计事项

客户贷款及垫款的特殊准备金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该集团客户贷款及垫款的特殊
准备金为25.45亿新元，其中大部分涉及企业银行业务
部 	（“IBG”）客户。特殊准备金指按SFRS (I)	9信贷减
值风险（即第三阶段）的损失准备金。有关非减值风	

险（即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的预期信贷损失（ECL）
的事项载于“信用损失一般准备金”主要审计事项中。	

我们重视这一领域的原因为管理层在评估贷款及垫款

的必要性，并于其后估计贷款及垫款准备金的金额过

程中做出了主观判断。	

我们尤其重视IBG客户的贷款及垫款特殊准备金，因为
任何减值评估都可能在本质上是主观的，并且涉及对

认列减值时点及认列减值金额之重要判断。这包括：	

• 	倘有迹象表明存在减值亏损（包括借款人未来盈利
能力及所持有担保物的预期可变现价值），包括关

于计算IBG客户贷款及垫款的特殊准备金的主要假
设；及	

• 	按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第612号通知	
	（“MAS	612”）和612A号通知	（“MAS	612A”）		
对贷款及垫付款进行分类。	

考虑到信贷风险持续升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资产组

合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选择样本时运用判断力，重点

关注从事某些行业的借款人。		

	（另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3	和18。）	

我们对IBG客户贷款及垫款的特殊准备金控制措施的设计
及运行有效性进行了评估。这些控制措施包括：	

• 该集团信贷风险委员会对信贷风险的监督；
• 管理层及时审查信贷风险；
• 确认监视列表和监督过程；	
• 及时确认减值事件；	
• 按照MAS	612和MAS	612A对贷款及垫款进行分类；及
• 担保物监督和估值程序。		

就我们的审计而言，我们确定我们可以依靠这些控制措施。

我们检查了IBG客户的贷款及垫款样本，以评估该集团是
否依照MAS	612和MAS	612A进行贷款及垫款分类，并评
估该集团是否能够及时辨认减值损失的证据。这包括考虑

相应的偿还展延，尤其关注新冠肺炎的影响。	

对于已确定发生减值的贷款及垫款的样本，我们的工作包括：

• 考虑与借款人有关的最新进展；
• 审查由管理层做出的未来现金流量预测，包括与可收回
金额和时间有关的主要假设；

• 将担保物估值及支持减值计算的其他还款来源与外部
证据（如有）进行对比，其中外部证据包括独立的估值

报告；

• 对管理层的假设提出质疑；及
• 检查计算。	

对于未被管理层认定为可能发生减值的IBG客户良好贷款
及垫款的样本，我们依据借款人最新发展情况与可用之外

部证据对管理层于判定贷款分类所使用之假设之合适性提

出质疑及验证。

根据所执行的程序，我们认为贷款和垫款的特殊准备金是

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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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审计事项 我们如何在审计工作中处理主要审计事项

信贷损失一般准备金（第一和第二阶段预期信贷损失）

	《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国际）第9号金融工具》	
	（“SFRS(I)	9”）规定，ECL减值模型须考虑前瞻性信
息，以反映未来的潜在经济事件。就未来期间的ECL作
出估计时，须作出重大判断。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意味

着对经济前景的假设以及由此对该集团客户的影响尚

不确定，因此需要作出更大程度的判断。	

我们重视该集团计量的非减值风险作出的一般准备金	

	（38.76亿新元）。这包括信贷风险并未显著增加的“第
一阶段”风险以及已观察到信贷风险显著增加的“第

二阶段”风险。该集团实施的ECL框架涉及与下列各项
有关的重要判断及假设：	

• 就该集团的巴塞尔信贷模式及参数进行调整；
• 使用前瞻性和宏观经济信息；
• 估计循环信贷安排的预期年期；
• 评估信用风险显著增加；及
• 就反映预期信贷损失模式的限制（如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的信贷投资组合风险）进行模式后调整。			

	（另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3	和11。）	

我们就管理层用作估算于2021	年12	月31日零售和非零售资
产组合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预期信贷损失的假设和估计

进行了严格评估。此项评估包括评估本年度的方法改进。	

我们重点测试主要控制措施的设计及运行有效性：

• 	管治委员会参与审查及批准某些前瞻性宏观经济假设，
包括反映新冠肺炎导致信贷前景前所未有的高度不确定

性的模式后调整；	

• 	计算ECL时输入的外部和内部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及
• 	基于定量和定性触发因素，将风险分配至第一阶段和第
二阶段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该集团的内部专家每年持续就估算ECL的方法及假设的选
定方面进行独立模式验证。我们审查了这项工作的结果。

我们还邀请专家审查选定信贷投资组合的预期信贷损失，

以评估这些方法和估计是否适当。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就模式后调整的原理及计量基准提出

质疑。我们还根据因新冠肺炎的影响预期可能出现的信贷

状况，评估某些前瞻性经济输入值以及整体ECL输出值的
合理性。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该集团对非减值风险的ECL作出的估
计是合适的。

商誉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收购活动给该集团带来的商誉
为53.62亿新元。		

我们重视这个领域，是因为管理层在年度商誉减值评

估中需针对未来现金流量估计，作出重大判断。

贴现现金流量分析中使用的关键假设涉及以下方面：

• 现金流量预测；
• 贴现率；和
• 长期增长率。	

	（另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3	和27。）	

我们对管理层所辨认之该集团现金产出单位的适合性以及

辨识减值指标的流程进行了评估。

本年度，该集团对收购Lakshmi Vilas Bank所产生的商誉
金额进行了调整。我们已经审查并评估了商誉金额的计算

基准，并审查了管理层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进行的商誉减
值评估。

对于星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特许经营联盟（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的商誉为46.31亿新元），我们评估了管理层的
现金流量预测及其制定过程。我们连同团队中的估值专家，

根据该集团自身的历史业绩和外部可用行业以及经济指

标，对贴现率和增长率假设进行了评估。

我们审查了管理层对关键假设的敏感性测试，以确定这些

假设的任何合理可能变化是否会造成减值，并且根据香港

的情况以及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市场前景进行了独立的

压力测试。

我们同意管理层的评估，认为商誉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并
无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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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审计事项 我们如何在审计工作中处理主要审计事项

按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工具之估值

该集团按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工具包括衍生金融资产

和负债、交易性证券、特定债务工具及其他指定以公允

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该集团的金融工具主要采用市场报价（“第一级”）或

可观察到的市场价格（“第二级”）进行估值。“第三

级”工具的估值需要依赖不可观察的重要输入参数。

鉴于该集团金融工具的财务重要性，相关产品的性质

以及确定公允价值所涉及的估计，我们认为金融工具（

第一、二和三级）的整体估值为主要审计事项。

在确定公允价值时，管理层还为认列信贷风险、融资

成本、买卖息差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参数及模式风险限

制而做出调整。尽管计算部分调整的方法不断改变，但

其与银行业大致一致。		

	（另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3	和41。）	

我们对该集团金融工具估值程序的控制措施的设计及运行

有效性进行了评估。这些控制措施包括：	

• 	管理层对新模型的测试和批准以及对现有模型的重新
验证；

• 定价数据输入至估值模式的完整性及准确性；
• 监控抵押纠纷；及
• 该集团市场和流动风险委员会以及该集团估值委员会对估
值流程（包括对衍生工具估值调整）的管治机制及监控。		

就我们的审计而言，我们确定我们可以依靠这些控制措

施。此外，我们：

• 	自行聘请专家使用其模型和输入来源来估算该集团第一
级和第二级金融工具样本的公允价值的独立估计值。我

们将这些估计值与该集团的公允价值计算值进行比较，

以评估个别重大估值差异或系统性偏差；

• 对所采用的方法的合理性和针对需要依赖不可观察的重
要输入值的金融工具（第三级工具）估值样本作出的假

设进行了评估；

• 对涉及抵押纠纷的样本执行审计程序，以识别不当估值
的可能指标；

• 根据可用市场数据和行业趋势，对输入数据进行测试，
并对公允价值调整方法进行评估；及

• 在评估公允价值时考虑了全球参考利率改革（“IBOR改
革”）的影响。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对按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工具的估值

在合理的结果范围之内。

	

其他信息
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我们在本审计报告日期之前获得的董事声明（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

报告）以及预计在该日期之后提供给我们的年度报告的其他部分（“其他部分”）。

我们对财务报表所出具之意见并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没有也不会就此表达任何形式的保证。

就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而言，我们的责任是阅读上述确认的其他信息，并考虑其他信息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中

获得的信息是否存在严重不符，或似乎存在重大错误陈述。

如果我们根据在本审计报告日期之前获得的其他信息开展的工作，得出对这些其他信息有重大错报的结论，则我们需

要报告这一事实。我们在这方面并未发现需要报告的事项。

我们阅读其他部分内容时，如果得出其中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则我们需要将该事项传达给公司治理单位，并根

据“SSAs”采取适当行动。



92021年星展财务业绩概要

管理层和董事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对这些财务报表的编制负责，确保其能根据公司法和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国际）的规定，真实、公正地反映公

司的业务状况，并负责设计及维护内部会计控制系统，以提供合理的保证，确保资产免受因未经授权使用或处置而造成

的损失；确保交易均经适当授权，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记录，以便编制真实、公正的财务报表和维持资产的经管责任。

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该集团持续经营的能力，酌情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并使用持续经营的会计

基础，除非管理层有意清算该集团或停止经营，或者除此之外没有实际可行的替代方法。

董事负有监督该集团的财务报告流程之责任。	

审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合理地确认整体财务报表是否存在无论是由于舞弊还是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并出具包含我们意见的

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无法保证根据“SSAs”进行的审计必定能发现存在的重大错报。错报的原因有
可能是舞弊或错误，如果单项或累计之错报被合理预期将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合并财务报表所做成之经济决策，

则该错报被视为重大错报。	

作为根据“SSAs”执行的审计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在整个审计过程中进行专业判断并保持专业的怀疑态度。我们同时还：	

• 	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设计及执行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以及获取充分
而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我们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谋、伪造、蓄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

上，因此未能发现因舞弊而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因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 	对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解，并据此设计适合具体情况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该集团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发表意见。	

• 	评估所采用会计政策的适用性，以及管理层做出的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 	依据所取得之审计证据，对管理层采用持续经营会计基础之适当性，以及使该集团持续经营之能力可能产生重大疑
虑之事件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作出结论。我们若认为该等事件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则须于审计报告

中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之相关披露，或于该等披露不充足时修正查核意见。我们的结论是以截至审计

报告之日为止所取得之审计证据为基础，惟未来事件或情况可能导致该集团不再具有持续经营之能力。	

• 	对整体财务报表、结构和内容进行评估，包括披露信息，以及财务报表是否以公允列报的方式陈述相关交易和事项。	

• 	获得关于该集团内实体或业务活动的财务信息的足够恰当审计证据，以对合并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我们负责该集团
审计的指导、监督和执行。我们对我们的审计意见负全责。	

我们与董事就审计计划的范围和时间选择以及重大审计发现进行沟通，包括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任何内部控制重

大缺陷。	

我们还向董事提供了一份声明，说明我们已经遵守有关独立性的相关道德要求，并和他们就可能被合理认为对我们的

独立性和相关保障措施（在适用情况下）产生影响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展开沟通。	

我们根据与董事进行沟通的事项，决定了对本期财务报表的审计最重要的事项，即主要审计事项。我们在审计报告中说

明这些事项，除非法律或法规禁止公开披露这个事项，或者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不应在我们的报告中陈述相

关事项，因为披露相关事项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将超过披露该事项所带来的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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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法律和监管要求的报告
我们认为，针对我们担任审计员之部分，该公司及其于新加坡注册成立之子公司已按照公司法之规定妥善保存必要之

会计及其他记录。

签发本独立审计报告的项目合伙人是Antony Eldridge。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会计师和特许会计师

新加坡，2022	年2	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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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经审计的合并利润表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年度)

百万新元 2021 2020

利息收入 10,185 12,208

利息费用 1,745 3,132

净利息收入 8,440 9,076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净额 3,524 3,058

净交易收入 1,791 1,405

投资证券之净收入 387 963

其他收入 259 90

非利息收入 5,961 5,516

总收益 14,401 14,592

员工福利	 3,875 3,550

其他费用	 2,694 2,608

费用总计 6,569 6,158

扣除准备前利润 7,832 8,434

信贷及其他损失准备 52 3,066

税前利润 7,780 5,368

所得税费用 973 612

净利润 6,807 4,756

归属于：

股东 6,805 4,721

非控制权益	 2 35
6,807 4,756

每股普通股基本和稀释收益（新元）	 2.61 1.81

附注为此财务报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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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新元 2021 2020

净利润 6,807 4,756

其他综合收益： 

以后可重分类至利润表的项目：

国外业务外币换算差额 361 (65)

联营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	 12 (1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的	

	 收益/(损失)及现金流量对冲变动额

	 	 计入权益之净价值变动 (757) 1,215

	 	 重分类至利润表	 (390) (636)

	 	 与其他综合收益组成部分相关的税收	 88 (41)

不可重分类至利润表的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的收益/(损失)	

	 	（税后净额） 122 (225)
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因自身信贷风险而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	（税后净额） (32) 25
固定收益计划重新计量（税后净额） (11) -
其他综合收益, 税后净额 (607) 262

综合收益总额 6,200 5,018

归属于：

股东 6,194 4,983

非控制权益 6 35
6,200 5,018

附注为此财务报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经审计的合并综合收益表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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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新元 2021 2020

资产 

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 56,377 50,618

政府证券和短期国库券 53,262 51,700

存放同业款项 51,377 50,867

衍生金融资产 19,681 31,108

银行和公司证券 69,692 65,456

客户贷款及垫款 408,993 371,171

其他资产 15,895 19,495

联营与合资公司 2,172 862

房产和其他固定资产 3,262 3,338

商誉及无形资产 5,362 5,323

资产总额 686,073 649,938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30,209 28,220

客户存款及结余 501,959 464,850

衍生金融负债 20,318 32,904

其他负债 18,667 22,074

其他债务证券 52,570 43,277

次级债券 4,636 3,970

负债总额 628,359 595,295

净资产 57,714 54,643

权益 

股本 11,383 10,942

其他权益工具 2,392 3,401

其他准备金 3,810 4,397

未分配利润 39,941 35,886

股东资金 57,526 54,626

非控制权益	 188 17

权益总额 57,714 54,643

附注为此财务报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
(于2021	年12	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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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本公司的股东

百万新元 股本

其他权 

益工具

其他 

准备金

未分 

配利润 股东资金

非控 

股权益

权益 

总额
2021
1	月1日之余额 10,942 3,401 4,397 35,886 54,626 17 54,643

购买库存股份 (16) - - - (16) - (16)

兑现业绩股票后削减准备金 115 - (117) - (2) - (2)
赎回永续资本证券 - (1,009) - 1 (1,008) - (1,008)
股份支付成本 - - 134 - 134 - 134

根据以股代息计划发行股份 342 - - (342) - - -
向股东支付股利(a) - - - (2,392) (2,392) - (2,392)

非控股权益出资 - - 3 - 3 152 155
其他变动 - - - (13) (13) 13 -

综合收益总额 - - (607) 6,801 6,194 6 6,200

12	月31日之余额	 11,383 2,392 3,810 39,941 57,526 188 57,714

2020
1	月1日之余额	 10,948 2,009 4,102 33,922 50,981 818 51,799

购买库存股份	 (447) - - - (447) - (447)

兑现业绩股票后削减准备金 162 - (164) - (2) - (2)
发行永续资本证券 - 1,392 - - 1,392 - 1,392

赎回子公司发行的优先股 - - - (1) (1) (799) (800)
股份支付成本 - - 131 - 131 - 131

根据以股代息计划发行股份 279 - - (279) - - -
向股东支付股利(a) - - - (2,411) (2,411) - (2,411)

向非控股权益支付股利 - - - - - (38) (38)

非控制权益出资 - - - - - 1 1

综合收益总额 - - 328 4,655 4,983 35 5,018

12	月31日之余额	 10,942 3,401 4,397 35,886 54,626 17 54,643
 

(a)  包括分类为权益的资本证券已付分红（2021年：1.21亿新元，2020年：1亿新元） 

附注为此财务报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经审计的合并权益变动表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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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新元 2021 2020

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税前利润 7,780 5,368

非现金及其他项目调整：

信贷及其他损失准备 52 3,066

房产和其他固定资产折旧 669 648

联营公司损益份额 (213) (61)

房产及其他固定资产处置净收入扣除报废 13 38
投资证券之净收入 (387) (963)

股份支付成本 134 131

次级债券的利息费用 76 64

租赁负债的利息费用 30 28

扣除营业资产和负债变动前利润 8,154 8,319

下列各项之增加数/（减少数）：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598 4,246

客户存款及结余 33,162 57,164

其他负债 (16,913) 16,160

其他债务证券和借款 9,149 (14,250)

下列各项之（增加数）/减少数：

受限制存放央行款项 (1,189) (1,818)

政府证券和短期国库券 (1,168) (379)

存放同业款项 232 (11,465)

银行和公司证券 (3,277) (1,340)

客户贷款及垫款 (35,518) (13,460)

其他资产 15,199 (17,108)

已付税款 (698) (1,188)

营业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1) 7,731 24,8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联营公司股利 42 31

联营公司返还资本 10 -

收购联营与合营公司权益价款 (1,108) -

处置房产和其他固定资产价款 22 8

购买房产和其他固定资产 (567) (547)

收购Lakshmi Vilas Bank获得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 93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净额(2) (1,601) (415)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经审计的合并现金流量表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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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新元 2021 2020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发行永续资本证券 - 1,392

赎回永续资本证券 (1,008) -

发行次级债券 1,000 -

赎回次级债券 (257) -

次级债券已付利息 (64) (66)

赎回子公司发行的优先股 - (800)

购买库存股份 (16) (447)

向非控股权益支付股利 - (38)

向公司股东支付股利，扣除以股代息(a) (2,392) (2,411)

非控股权益出资 155 1

融资活动使用的现金净额(3) (2,582) (2,369)

外汇换算调整数(4)		 940 17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之净变动(1)+(2)+(3)+(4) 4,488 22,267

1	月1日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42,202 19,935

12	月31日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46,690 42,202
 

(a) 包括分类为权益的资本证券的已付分红

附注为此财务报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经审计的合并现金流量表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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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1. 资本充足率

百万新元 2021 2020

普通股一级资本 49,248 44,786

一级资本 51,640 48,188

资本总额 58,207 53,937

风险加权资产 342,691 321,096

资本充足率(a)(%)

普通股一级(CET-1) 14.4 13.9

一级 15.1 15.0

总计 17.0 16.8
 

(a)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第609号通知“随年度报告一同提供的审计报告和附加信息”，本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过外部有限保证审查。

2. 股利

	 	对于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的财务年度，董事会建议每股DBSH普通股派发36分的期末一级免税股利（“2021财务
年度期末股利”），尚需在2022	年3	月31日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获得股东批准后方可实施。

	 	拟定股利以及在本财务年度中支付的中期股利的详细信息具体如下：

百万新元 2021 2020*

星展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股

84分的中期一级免税股利*（2020年：69分） 2,154 1,752

36分的期末一级免税股利*（2020年：18分）	 925         459
3,079          2,211

 

*  2020年较低的股利乃遵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于2020年7月29日发布的要求本地银行节制派发2020财务年度股利的指导意见。

3. 期后事项

	 	2021	年12	月31日期后发生了两件会计事项。2022	年1	月28日，本集团公布了收购花旗集团在台湾的个人银行业务。	
2022	年2	月7日，本公司的主要子公司，星展银行有限公司，因于2021	年11月发生的数码银行服务中断而受到操作风
险监管处罚。按保守假设，在花旗集团的台湾个人银行业务完成合并之前，操作风险监管处罚并不予取消，同时假设没

有资本增值，CET-1将是13.3%，该数值是目标CET-1范围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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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百万新元 2021 2020

利息收入 7,117 9,201

利息费用 1,109 2,761

净利息收入 6,008 6,44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净额 2,441 2,140

净交易收入 1,286 938

投资证券之净收入 320 858

其他收入 530 387

非利息收入 4,577 4,323

总收益 10,585 10,763

员工福利 2,366 2,177

其他费用 1,749 1,704

费用总计 4,115 3,881

扣除准备前利润 6,470 6,882

客户贷款及其他损失准备 (118) 2,323

税前利润 6,588 4,559

所得税费用 713 408

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 5,875 4,151

附注为此财务报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经审计的利润表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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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

百万新元 2021 2020

净利润 5,875 4,151

其他综合收益： 

以后可重分类至利润表的项目：

国外业务外币换算差额 27 (1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的收益/(损失)	

	 和现金流量对冲变动额

	 	 计入权益之净价值变动 (578) 879

	 	 重分类至利润表 (249) (478)

	 	 与其他综合收益组成部分相关的税收	 35 (10)

不可重分类至利润表的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的收益/(损失）	

	  （税后净额） 111 (240)
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因自身信贷风险而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税后净额） (32) 25
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 (686) 163

归属于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5,189 4,314

附注为此财务报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经审计的综合收益表
(截至2021	年12	月31日止年度)



202021年星展财务业绩概要

                       银行

百万新元 2021 2020

资产

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 48,688 39,388

政府证券和短期国库券 37,816 36,682

存放同业款项 43,857 44,643

衍生金融资产 18,364 27,959

银行和公司证券 63,380 59,944

客户贷款及垫款 325,734 302,587

其他资产 11,532 14,936

联营与合营企业 1,272 186

子公司 28,545 31,860

应收控股公司 718 911

房产和其他固定资产 1,806 1,849

商誉及无形资产 334 334

资产总额 582,046 561,279

负债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24,087 23,586

客户存款及结余 387,824 350,079

衍生金融负债 18,880 29,537

其他负债 12,858 16,800

其他债务证券 45,066 38,081

应付控股公司 8,776 6,031

应付子公司 34,439 48,288

负债总额 531,930 512,402

净资产 50,116 48,877

权益

股本 24,452 24,452

其他权益工具 2,396 4,209

其他准备金 (425) 264

未分配利润 23,693 19,952

股东资金 50,116 48,877

附注为此财务报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
(于2021	年12	月31日)



212021年星展财务业绩概要

其他信息

1. 星展银行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 2021 2020

普通股一级(CET-1) 14.3 13.8

一级 15.0 15.1

总计 17.0 16.9
 

(a)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第609号通知“随年度报告一同提供的审计报告和附加信息”，本银行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已经过外部有限保证审查。

2. 期后事项

	 	2021	年12	月31日期后发生了两件会计事项。2022	年1	月28日，本银行集团公布了收购花旗集团在台湾的个人银行业务。	
2022	年2	月7日，本银行因于2021	年11月发生的数码银行服务中断而受到操作风险监管处罚。按保守假设，在花旗集
团的台湾个人银行业务完成合并之前，操作风险监管处罚并不予取消，同时假设没有资本增值，本银行集团CET-1将是
13.2%，该数值是目标CET-1范围的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