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今年以來，隨着波動加劇、利率趨升，加上美聯儲

政策的不確定性，投資者對銀行資本結構進行了更

嚴謹的審視。

鑑於《巴塞爾協定III》規則以及各司法管轄區銀行

資本結構的複雜性，我們擬在此文解讀銀行資本投

資者的幾個關鍵考慮：

 銀行不可延遲支付高級債及一般情況下的二級

資本（T2）次級債票息。

 隨着信貸利差擴大，衡量贖回債券的成本效益

尤為重要。對越來越多銀行而言，考慮到再融

資的信用風險溢價，行使贖回權可能並不划算。

未來，若銀行在首個贖回日並未贖回債券，投

資者可能會對該銀行此後發行的債券要求額外

的風險溢價。

 銀行額外一級資本（AT1）/ 應急可轉債（CoCo）

可在不觸發違約的情況下跳過票息支付。

背景

資本是銀行監管的基礎。本質上，銀行的存在目的

是籌集資金（例如吸納存款）和發放貸款。因此，

銀行需要平衡借款與貸款利差所帶來的回報，以及

貸款所涉及的信用風險。

同時，銀行為儲蓄者扮演着保存資金（而非向企業

貸款）的重要角色 — 並非所有銀行的貸款人都願

意在銀行一般業務面臨虧損的情況下承受損失。這

就是銀行資本發揮作用之處，銀行的某些貸款人將

首先承受此風險，主要目標是保護存款人資金。

銀行股份/普通股本是形式最簡單、最低層的銀行

資本類型。此外，銀行透過批發市場籌集的資金

（即不包括存款）主要分為以下四類，風險由高至

低排列：

(1) 額外一級資本債 /應急可轉債（AT1/CoCo）

(2) 二級資本債（T2）

(3) 高級非優先債（或高級控股公司債）（「高級

TLAC債」）

(4) 高級優先債（或高級營運公司債）

其中，(1) 至 (3) 類別在歐盟符合總吸收虧損能力

（TLAC）及 /或自有資金與合格債務最低要求

（MREL）資格。AT1/CoCo可被轉換或減記至零而

不影響銀行的正常運作，而銀行T2債或高級TLAC

債持有人則須承受銀行清盤風險，其回收（如有）

順位在高級優先債權人和存款人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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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監管機構偏好T2及AT1/CoCo具有高度

的持久性，以維持銀行資本質素。因此，T2及

AT1/CoCo不得具有如遞增重設利差等特徵，因為

這些特徵會鼓勵銀行於首個贖回日贖回債券及 / 或

創造債券將會被贖回的預期。

額外一級資本債（AT1）/ 應急可轉債（CoCo）

理論上，AT1/CoCo的受償順位高於銀行普通股本，

而且無固定到期日（即永續）。倘若監管機構認為

銀行沒有足夠的普通股本資本（即無法繼續經營）

及/或普通股權一級資本（CET1）比率低於特定水

平，此類債券將首當其衝。

該影響包括部分或全數減記，這可能是永久或暫時

的。視乎發行條款而定，此類債券亦可能轉換為股

份，而轉換價格通常較高。銀行一般有權（但無義

務）於每個贖回日贖回其AT1/CoCo。例如，英國一

間銀行集團的美元AT1永續債券，其票息率於2017

年1月從每年6.409%重設為浮動利率（三個月

LIBOR1 + 1.51%）。另外，桑坦德銀行在首個贖回

日一年之後，才於2020年贖回其15億歐元、票息

率6.25%的永續AT1 CoCo債券。

銀行亦可選擇或按照監管機構規定，在不罰款的情

況下跳過票息支付。過去，我們看到銀行在不分派

股息的同時，仍然維持AT1/CoCo票息支付。例如，

2020年4月，在歐洲央行宣佈要求歐盟銀行在疫情

高峰期暫停分派股息後，荷蘭合作銀行決定於其後

三個季度不向其後償憑證作分派。儘管如此，該行

在此期間並無取消支付其AT1 CoCo票息。

AT1/CoCo一般被視為beta值最高、最為波動的銀行

資本類型，亦容易受到流動性風險影響，其表現通

常與銀行股票走勢一致。年初至今，彭博European

Banks CoCo Tier 1指數總回報率為-17.80%。

二級資本（T2）次級債

T2資本工具的順位高於AT1/CoCo，但低於高級債。

倘若一間銀行透過AT1/CoCo吸收虧損後仍然無法繼

續經營，則其T2債可由監管機構酌情撇銷。有別於

AT1/CoCo，T2債設有到期日，同時不可推遲支付

票息，這點與高級債券相同。

T2資本會在到期前的五年進行攤銷處理。儘管這可

能被視為銀行行使贖回權，以保持低融資成本及/

或維持資本結構效率的誘因，但監管機構可以出於

經濟或監管原因，拒絕批准銀行贖回債券（例如當

發行新債的成本較現有T2債券展期更高時）。

圖表 1. 受償優先順序（合約 / 結構 / 法定上而言）

資料來源：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
*某些司法管轄區的特定處置方式

與所有投資一樣，銀行資本工具提供不同
程度的風險與回報。

除了對銀行的信貸質素抱有信心，投資者亦應
注意債券的結構特徵，例如受償順位、票息重
設、展期風險及票息取消等，因為這些因素在
波動的市場中或更為關鍵。

市場信心可能會影響銀行獲取資本/融資的機會。
若T2和AT1/CoCo債發生不贖回事件，這可能是
銀行出現問題的早期訊號，也可能只是出於當
時的成本效益考慮。在當今信貸利差較高的環
境下，市場對AT1/CoCo及T2的展期風險定價較
高，且票息重設利差較低。

1. 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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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非優先債 /高級控股公司債

另外，銀行透過發行額外一層高級債務，進一步擴

大了其資本。倘若銀行的股本和次級債務工具均無

法支持其資本重組，此類債務將可在監管當局的自

救機制下吸收虧損。

一些國家選擇透過高級非優先債（SNP）建立

TLAC/MREL緩衝，其合約上的順位低於優先債。在

某些情況下，國家可透過立法將高級債指定為非優

先債。2015年，德國立法機關將所有銀行高級債券

置於非優先順位，以幫助德國銀行滿足MREL和

TLAC要求。2018年7月，德國對法例進行修訂，允

許銀行發行高級優先債和SNP債。其他國家（如瑞

士和英國）採用的處置方式是設立一間銀行控股公

司（見圖表2），因為控股公司債的順位次於營運

公司債。

高級非優先債券和高級控股公司債券並無明確的觸

發事件，但在債務處置情景中，其受償順位通常在

其他高級債之後。因此，SNP/高級控股公司債券的

價格具有額外的風險溢價，以反映在銀行無力償債

/處置情況下的額外損失風險。SNP和高級控股公司

債券要符合TLAC/MREL資格，它們的剩餘年期必須

超過一年。

圖表 2. 透過指定處置實體（控股公司）以滿足
TLAC/MREL要求

資料來源：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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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規定的法律責任。

除非適用於閣下帳戶的條款及條件第6.5條另有規定，

否則本文件的資料僅供擬定收件人傳閱，不擬作為向

本文件的收件人提供的建議或投資意見。本文件的收

件人在作出購買或訂立任何產品或交易的承約前，應

就產品或交易的合適性（經考慮收件人的特定投資目

標、財務狀況和特別需要），以及有關產品或交易所

涉及的風險，諮詢其本身的專業顧問的意見。

請注意，本文件可能與法國巴黎銀行作為發行人的產

品有關，在此情況下，本文件或本文件所載資料可能

由法國巴黎銀行作為產品發行人的身份編制（「發行

人文件」）。當發行人文件由法國巴黎銀行，透過其

香港分行，或由法國巴黎銀行，透過其新加坡分行，

以分銷商的身份提供給閣下時，亦受制於法國巴黎銀

行財富管理適用於閣下賬戶的條款及條件第6.5條所

約束。如發行人文件的條款與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

適用於閣下賬戶的條款及條件第6.5條之間存在任何

不一致，概以後者為準。

免責聲明



聯絡我們

請注意：任何投資產品或交易所涉及各方、其投資專

業人士和/或其聯營公司的整體投資活動或角色，可

能會導致各種潛在和實際利益衝突。具體而言，交易

對手/發行人/提供商或其相關實體或聯營公司可能提

供或管理其他投資，其利益可能與閣下在該投資產品

或交易中的投資利益有所不同；或當產品交易對手或

發行人是法國巴黎銀行或其相關實體或聯營公司時，

法國巴黎銀行亦可能是同一產品的分銷商、擔保人、

計算代理人和/或安排人。法國巴黎銀行及其聯屬公

司以及與其有聯繫或有關連的人士(統稱「法國巴黎

銀行集團」)可能以莊家身份或可作爲委託人或代理

人買賣本文件所述證券或有關衍生産品。法國巴黎銀

行集團可能於本文件所載的發行人中擁有財務權益,包

括於持有其證券的長倉或短倉及/或有關期權、期貨

或其他衍生工具。法國巴黎銀行集團(包括其高級職

員及雇員)可能或已經出任本文件所述任何發行人的

高級職員、董事或顧問。法國巴黎財銀行集團可能於

過去12個月內不時爲本文件所提述的任何發行人招攬、

進行或已進行投資銀行、包銷或其他服務(包括作爲

顧問、經辦人、包銷商或放款人)。法國巴黎銀行集

團可在法律准許的情况下,於本文件所載的資料刊發之

前,依據有關資料或據此進行的研究或分析行事,或使

用有關資料或據此進行的研究或分析。法國巴黎銀行

集團的成員公司可能對於有關結構性産品項下若干責

任有利益衝突。例如,其及其聯屬公司可能爲其本身或

爲其他人士進行相關産品的交易。其或其聯屬公司可

能收取任何相關産品的部分管理或其他費用。法國巴

黎銀行可向與相關産品有關的實體提供其他服務並獲

支付酬金。所有此等活動均可能導致有關法國巴黎銀

行的若干財務權益出現利益衝突。

如本文件涉及房地產，請注意，法國巴黎銀行透過其

香港分行在香港提供的房地產服務僅限香港以外的物

業。具體而言，法國巴黎銀行，透過其香港分行並未

持有牌照處理位於香港的任何物業。法國巴黎銀行，

透過其新加坡分行並未持有牌照處理及不提供房地產

服務，本文件亦不可這樣被詮釋。

法國巴黎銀行之客戶及交易對手有責任確保自身遵守

美國第13959號行政命令(EO) （經修訂）適用之規定

（及後續所有官方指引）。有關該行政命令的全部詳

情，請閣下參閲以下網頁：如需查閲該行政命令全文，

請 訪 問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26/13959.p

df，如需了解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理辦公室(OFAC)

就 該 行 政 命 令 發 佈 之 最 新 指 引 ， 請 訪 問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financial-

sanctions/recent-actions。

閣下一經接納本文件，即同意受以上限制所約束。如

中英文版本有任何含糊不清或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

準。在與法國巴黎銀行透過其新加坡分行進行的任何

交易或安排中，英文版是唯一有效版本，中文版將不

予以考慮。

就任何有關本文件或因本文件產生的事宜，閣下可與

法國巴黎銀行（透過其新加坡分行）（10 Collyer

Quay, #35-01 Ocean Financial Centre, Singapore

049315（電話：(65) 6210 3888；傳真：(65) 6210

3861））聯絡。如閣下 (a) 並非新加坡居民，及 (b)

由在香港的客戶經理提供服務，則本段落不適用於閣

下。如閣下符合 (a) 及 (b) 條件，閣下可就任何有關

本文件或因本文件產生的事宜與法國巴黎銀行（透過

其香港分行）（香港中環金融街8號國際金融中心二

期63樓（電話：(852) 2909 8888））聯絡。

圖片源自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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