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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報的財務訊息是真實無誤的，及符合澳門金融管理局訂立之財務訊息

披露指引之要求。 

 

 

 

 

劉慶強 

分行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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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摘錄自已審核的摘錄自已審核的摘錄自已審核的摘錄自已審核的 2020 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澳門幣 資產 資產總額 備用金,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額 現金 AMCM 存款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金,銀 其他流動資產 放款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股票,債券及股權 承銷資金投資 債務人 其他投資 財務投資 不動產 設備 遞延費用 其他固定資產 內部及調整賬 總額 

10,802,190.46 35,968,955.79 56,183,840.15 24,229,691.13 - - 3,378,516,124.97 170,000,000.00 - - - - - - 2,311,308.86 2,653,567.20 3,491,761.06 173,946.21 2,529,322.27 

- - - - - - 5,043,775.81 - - - - - - - 1,074,706.32 2,540,368.03 3,491,761.06  173,946.21 - 

10,802,190.46 35,968,955.79 56,183,840.15  24,229,691.13 - - 3,373,472,349.16 170,000,000.00 - - - - - -  1,236,602.54   113,199.17 - -   2,529,322.27 3,686,860,708.10 12,324,557.43 3,674,536,1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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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負債 小結 總額 活期存款 通知存款 定期存款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其他本地機構資金 外幣借款 債券借款 承銷資金債權人 應付支票及票據 債權人 各項負債 內部及調整賬 各項風險備用金 股本 法定儲備 自定儲備 其他儲備 歷年營業結果 本年營業結果 總額 

118,614,894.74 - 404,434,308.20   523,049,202.94        2,714,528,619.79        86,379,050.93    350,579,277.01 

- - 2,708,900,000.00 - -     240,932.11     836,159.67    4,551,528.01   18,845,786.93    33,807,374.92   33,725,889.08 - - -  317,831,515.37   34,747,761.64  3,674,536,1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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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備查賬 金額 代客保管賬  代收賬  抵押賬  保證及擔保付款  信用狀  承兌匯票  代付保證金      期貨買入 期貨賣出  其他備查賬 

-                   -  11,948,123,600.01  -                   -                   -   - -    539,344,7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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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結果演算營業結果演算營業結果演算營業結果演算 (摘錄自已審核的摘錄自已審核的摘錄自已審核的摘錄自已審核的 2020 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 

 二零二零年營業結果演算 營業賬目 澳門幣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負債業務成本 人事費用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職員開支 固定職員福利 其他人事費用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其他銀行費用 稅項 非正常業務費用 折舊撥款 備用金之撥款 營業利潤  總額 

45,766,395.29  -   9,377,992.35    566,292.93   189,117.90   450,296.99  4,666,224.68 -     6,863.00 -   159,038.01    5,043,775.81 36,811,572.40  

資產業務收益 銀行服務收益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其他銀行收益 非正常業務收益 營業損失         總額 

96,346,473.82  6,604,784.32    86,311.22 - - - - 

103,037,569.36 103,037,5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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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益計算表 澳門幣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營業損失 歷年之損失 特別損失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營業結果(盈餘)  總額 

- - -  4,588,328.00 32,747,761.64 
營業利潤 歷年之利潤 特別利潤 備用金之回撥 營業結果(虧損)  總額 

36,811,572.40 - -   524,517.24 - 
37,336,089.64 37,336,0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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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之概要之概要之概要之概要     

 

                       2020 年，全球經貿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大，創興銀行有限公司繼續

秉承審慎務實的經營理念，持續提升風控和營運能力，業務穩固強健，使資產質

素保持良好。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本行營運收入淨額為 5,727 萬元(澳門元，下同)，

年比下跌 6.8%，全年稅後盈利為 3,275 萬元，下跌 33%；客戶存款總額為 5.23 億

元，上升 5.9%；放款予客戶總額達至 33.79 億元，微跌 0.9%；總資產為 36.75 億

元，下跌 14.8%。  

    展望 2021 年，經營環境將更具挑戰，本行將繼續關注疫情發展及市場狀況，

積極防控疫情，強化全面風險管控，為客戶提供專業的金融服務。 

 

 

經理: 劉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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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創興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創興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   貴分行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

及  貴分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

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

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及  貴分

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分行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

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  貴

分行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

二十三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

日止年度的損益表、儲備金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

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  貴分

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  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

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師報告一併閱讀。 

 

 

 

 

 

吳慧瑩 

執業會計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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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現金流動表現金流動表現金流動表現金流動表    ((((已審核已審核已審核已審核) ) ) )      2020 2019  澳門幣 澳門幣 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 37,336,090 55,296,161 調整：     利息收入 (96,346,474) (143,949,919)   利息支出 45,766,395 91,661,220   增額 / (減額) 貸款減值準備 4,519,260 (7,753,897)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159,038 181,937 營運資產及負債變動前之營運現金流  (8,565,691)  (4,564,498) (增額) / 減額︰在本地之金融管理局存款 (1,613,536) 93,732 減額︰客戶貸款 18,124,745 782,343,478 減額/ (增額)︰其他賬項及應收收入 11,289 (32,350) (減額)︰向總行借款 (643,750,000) (247,200,000) (減額) / 增額：客戶存款 29,169,672 (144,496) 增額/ (減額)︰其他賬項及應付費用 840,976 (127,043) 經營業務之現金收入（支出） (605,782,545) 530,368,823 已付澳門利得稅稅款 (6,311,636) (6,260,970) 已收利息 99,884,112 138,376,249 已付利息 (89,204,002) (49,368,591) 經營業務之現金收入（支出）淨額 (601,414,071) 613,115,511 投資業務   購入金融票據 (169,645,785) (168,004,300) 贖回之金融票據 175,000,000 175,000,000 購入物業及設備 (17,255) (7,000) 投資業務之現金收入（支出）淨額 336,960 6,988,700 淨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額) / 增額 (601,077,111) 620,104,211 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19,018,643 98,914,432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7,941,532 719,018,643 代表：   庫存現金及及短期存款 91,215,722 700,709,066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規則之最低存款額 26,725,810 18,309,577  117,941,532 719,01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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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資產負債表外項目資產負債表外項目資產負債表外項目資產負債表外項目    ((((已已已已審核審核審核審核))))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澳門幣 

信用代替品 

 

與貿易有關之或有項目 

 

承兌匯票 

 

其他 

0 

 

0 

 

0 

 

19,80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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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現時本分行並無相關衍生金融工具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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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主要會主要會主要會主要會計政策計政策計政策計政策    ((((已審核已審核已審核已審核))))    

 

本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為基準編製，惟如下文所載之會計政策所解釋。本財

務報表乃按照澳門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利息收入確認 

利息收入按時間比例基準以未付本金及現行之有效利率確認。有效利率乃指將金

融工具之預計未來現金收入於該工具的預計年期內完全折算，或（如適用）於較

短期間內確實折算至該金融資產首次確認時的淨賬面值的利率。有關計算亦包括

構成有效利率之重要收費及交易成本，及溢價或折讓。 

 

當金融資產的減值虧損一經被確認為計量減值虧損而用以折算未來現金流之利

率亦被用於確認其後利息收入。 

 

非利息收入確認 

倘費用及佣金收入是金融資產的有效利率的一部份，此費用及佣金收入會包含在

計算有效利率內。其他費用及佣金收入包括會計服務費、投資管理費、銷售佣金、

存款費及銀團費，是提供有關服務時被確認的。服務收益（包括保管箱租金及其

他銀行服務收益）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金融工具 

當本分行個體成為金融工具合約之訂約方，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於財務狀況表內

確認。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初步按公平值計量。應直接計入收購或發行金融資產

及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於首次確認時從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公平值適當地加

入或扣減。 

 

金融資產 

本分行之金融資產分為貸款及應收款。 

 

有效利息方法 

有效利息方法是指計算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及在有關期內分配利息收入之方

法。有效利率是由金融資產的預計年期或（如適用）由較短期間的首次確認的淨

賬面值，真實地折算預計未來的現金收入（包括所有形成有效利率的所有費用支

付或收取、交易費及其他溢價或折讓）。 

 

貸款及應收款 

貸款及應收款乃非衍生金融資產並帶有固定或可議定之付款，及無交投活躍之市

場報價。於初始入賬後，貸款及應收款包括現金及短期資金、於銀行及其他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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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之存款、存款證、應收利息、其他客戶貸款均按有效利率攤銷法攤銷後之成

本入賬，並減去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金融資產的減值 

金融資產會於報告期末進行減值提示測試。當有客觀的證據，於首次確認金融資

產後，一件或更多的事件發生導致金融資產的預期現金流受影響，金融資產便要

減值。 

 

其他金融資產的客觀減值證據包括： 

•發行人及對方有嚴重的財務困難；或 

•違反合約、不履行或拖欠利息或本金付款；或 

•借款人很有可能破產或進行財務重組；或 

•由於財務困難以致金融資產的活躍市場消失。 

 

個別重大及有客觀減值證據的貸款之個別減值準備是以折算現金方法評估。個別

減值準備是按資產之賬面值及以原本有效利率折算估計未來現金流之現值之差

額計量。 

 

在個別評估下沒有客觀減值證據的金融資產或個別不重要貸款會根據過往處理

具備相類信用風險特色的貸款之虧損經驗為現況作基礎作出集體減值評估。 

 

金融資產的賬面值是透過使用準備金削減。當金融資產被認為不能收回時，其金

額便會在準備金內撇銷。以往已撇銷而其後收回之金額，會於損益賬內列賬。 

 

以攤銷成本入賬的金融資產，如在期後減值虧損減少及其減少是由於客觀事件發

生於減值虧損確認後，以往已確認之減值虧損可在準備金回撥，但其金融資產的

賬面值在回撥減值時不能超越減值未被確認時的攤銷成本。 
 

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乃根據所訂立合約安排之內容及金融負債和股本工具之定義予以分類

為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包括客戶存款及其他應付賬項使用有效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入賬。 

 

有效利息方法 

有效利息方法是指計算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及在有關期內分配利息支出之方

法。有效利率是由金融負債的預計年期或（如適用）由較短期間的首次確認的淨

賬面值，真實地折算預計未來的現金付款（包括所有形成有效利率的所有費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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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或收取、交易費及其他溢價或折讓）。 

 

物業及設備 

如有物業及設備包括土地及自用樓宇應按照其成本值扣除期後之累積折舊及累

積減值虧損入賬。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確認乃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並考慮其估算剩餘價值，以直線

法將其成本撇銷。有關估計的可使用年期、剩餘價值及折舊方法於每個報告期末

作出審查，並以預期基準下考慮有關估計的改變。 

 

某項物業或設備出售時或未能透過繼續使用該項資產獲得未來經濟收益時即不

再被確認。一項資產因出售或退役所導致之任何收益或虧損是按出售所得款項與

其賬面值之差額計算，並確認於損益賬內。 

 

稅項 

稅項開支是指當期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之總額。    
 

當期應付稅項是根據本年度之應課稅溢利計算。應課稅溢利與損益賬上呈報之溢

利當中差異，源於應課稅溢利並不包括隨後年期才計稅之若干收入或支出項目，

亦不包括不需課稅及不可扣稅之項目。本分行之應付當期稅項乃按於報告期末成

立或接近成立之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是指綜合財務報表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及其用於計算應課稅溢利的相

應稅基之間的臨時差額。一般情況之下，所有因應課稅臨時差額而產生之遞延稅

項負債均予確認，而遞延稅項資產則按將來應課稅溢利可用作抵銷可扣稅之臨時

差額之限額內計算。如暫時性差異是因某交易初次確認(業務合併除外) 其他資產

及負債而產生，又不影響應課稅溢利及會計溢利，則不予以確認此等遞延資產及

負債。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是以預期資產兌現及負債償還時之稅率計算，並根據已頒佈

或截至報告期間頒佈的稅率(及稅法)。    
 

外幣 

運作貨幣及呈列貨幣 

以非功能性貨幣（外幣）進行之交易以該個體之功能性貨幣換算（該個體營運地

區主要經濟體系所採用之貨幣），以交易日匯率折算入賬。本財務報表乃以澳門

幣千元呈列，而澳門幣乃本銀行之運作貨幣及呈列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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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以外幣作交易或以外幣結算是以交易日當前的匯率換算為運作貨幣。由

外匯交易及以財務狀況表日之匯率換算以外幣計價之貨幣性資產和負債造成的

匯兌之損益在收益表確認。    
 

租賃 

營運租賃產生之租金收入按有關租賃之期間以直線法於收益表內確認。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就綜合現金流動表而言，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於購入日期起少於三個月內到

期之結餘，包括現金、於同業及其他財務機構之結餘、存放同業及其他財務機構

之存款和外匯基金票據。 

 

準備 

本分行因以往發生的事件而承擔的責任，本分行應就有可能引致之損失提撥準備

金。準備金的計量是根據於報告期末對承擔現有責任價值的最佳估算，並考慮責

任相關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如準備金的計量是以估算的現金流支付現有的責

任，賬面值便是其現金流的現值（如金錢時間值有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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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關關關關聯聯聯聯方交易方交易方交易方交易    ((((已已已已審核審核審核審核))))    

    

澳門分行的資產增長是受到總行的嚴格監控。為了滿足日常業務需求，總行的資

金部及財務部每日透過報表嚴格監控分行的現金流量狀況。 

 

如澳門分行有意在業務上大幅增長而需求資金，分行應向總行提交一份詳細報

告，說明需求的金額、需求資金的目的和原因，及清楚報告分行的現金流量狀況。

經總行的資金部及財務部分析後，最後由資產及負債管理委員會審查和批准。 

    

如本分行的港元及美元資金過剩，將因應市場的利率被存放在總行。    

    

於報告期末，本分行與總行之重大交易詳列如下： 

  2020 2019  澳門幣 澳門幣 
存在總行的短期資金 24,229,691 626,258,060 

原定到期日多於一個月之存

放總行款項 

 

- 

 

- 

從總行借款 2,708,900,000 3,352,650,000 

應收利息 - 560,834 

應付利息 805,375 43,395,311 

已收利息 178,505 968,560 

已付利息 38,844,830 84,76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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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信用風險信用風險信用風險信用風險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本分行所承擔之信用風險，為對方於到期時未能全數支付貸款之風險。於報告期

末已招致之虧損者已作出減值準備。因經濟或某行業之狀況發生重大改變，可能

導致額外虧損，可能與報告期末已撥備之數額不同，管理層因此於管理信用風險

時行事審慎。 

 

信用風險管理 

本分行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所發出之指引而編製成貸款政策。 

 

本集團已授權具有審批信用資格之個別人士。此等人士包括本集團風險總監，信

貸總監及具豐富經驗的信貸主任。風險總監透過制定信貸政策，監督本集團的貸

款組合的信貸質量，確保獨立及客觀地評估信用風險，控制已選定的行業、交易

對手、國家和投資組合類型的風險等策略，以全面負責管理信用風險及為各業務

單位提供各種信貸相關問題的建議和指引。 

 

信貸風險主任進行獨立審查和信貸審批，確保信貸建議符合本集團的審批標準和

相關法例及規則。當信貸申請額超過信貸風險主任的最高授權限額時，需要經由

本集團的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審批。 

 

本集團通過對單一貸款人、或多組貸款人，及對地區及行業設定可接受之風險限

額，為所承受之風險水平設定限制。該等風險普遍以循環基準予以監察，並定期

進行檢討。對產品、行業及國家之信用風險水平之限額每年經管理層批准。 

 

信用風險之風險承擔乃通過定期分析貸款人及潛在貸款人應付償還利息及本金

責任之能力，並於適當時候更改貸出限額予以控制。信用風險之部份風險承擔亦

通過取得抵押品及公司和個人擔保管理。 

 

減低信用風險措施 

本集團採取了一系列減低信用風險的政策及措施，其中最常用的做法是接受貸款

抵押品。本集團已對接受的抵押品種類或減輕信用風險訂立內部政策。 

本集團會在貸款發放過程中，為獲得的抵押品編製估值，並定期審核評估結果。

貸款的抵押品主要屬以下類型： 

•住宅物業按揭； 

•衍生工具的保證金協議（本集團亦就該此訂立集體除淨協議）； 

•抵押商業物業；及 

•抵押債務證券及股票等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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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質素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要求採用的分類系統，逾期資產應按其相應到期時間以下列

方式分類： 

•第一組別 ---- 到三個月； 

•第二組別 ---- 高於三個月，低於或等於十二個月； 

•第三組別 ---- 高於十二個月，低於或等於十八個月； 

•第四組別 ---- 高於十八個月。 

 

 

2020年12月31日 止，客戶貸款之信用質素，總結如下︰ 

 

 澳門幣 佔總貸款額 % 非逾期貸款 3,356,152,947 99.3% 已逾期貸款(第一組別) 22,363,178 0.7%  3,378,516,125 100% 
 

 

減值及減值準備政策 

個別評估下產生的減值準備是基於報告期末已發現的損失及客觀的減值證據確

認作財務報告之用。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發出之指引，依下列規定設定最低特定備用金： 

組別 累積備用金 

第二組別 40% 

第三組別 80% 

第四組別 100% 

 

對未列入以上第二至第四組別之其餘資產，設定營業年度期末決算時可作調整之

備用金，旨在使有關結餘於營業年度期末決議算時不低於逾期不超過三個月之信

貸的1%。 

 

於2020年12月31日止，本分行並沒有以上第二至第四組別之逾期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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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之區域位置及客戶業務分析 

現時本分行沒有債券或衍生金融工具之業務，因此並無涉及其信貸風險。而客戶

貸款類別全是個人及公司客戶，並無銀行及政府或公共部門機構。 

 

 

2020 區域位置： 貸款總額 集體減值準備 特定備用金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 3,373,578,348 33,757,935 5,043,776     香港 4,937,777 49,440 -  3,378,516,125 33,807,375 5,043,776 
 

 

按照借款人之借款用途或主要業務活動並適用地參考監管報告準則，本分行之客

戶貸款總額分析及報告如下： 

2020 客戶貸款 貸款總額 集體減值準備 特定備用金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其他紡織品 19,849,839 199,302 5,043,776 
酒店業 1,448,180,000 13,646,813 - 
個人房屋按揭貸款 1,841,418,971 19,269,780 - 
其他 - 主要項目包括

個人貸款作其他私人

用途 

69,067,315 691,480 - 
 3,378,516,125 33,807,375 5,04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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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負債按到期日分析 

2020年，本分行的金融負債合約剩餘到期日詳列於下表。              澳門幣 資產 即時償還 一個月 以內償還 一個月至三個月以內償還 三個月至一年以內償還 一年至三年以內償還 超過三年償還   總額 客戶貸款 8,572,761 11,277,078 1,710,596 5,032,084 1,448,343,399 1,903,580,207 3,378,516,125 存放同業款項  92,152,796  -  -  -  -  -  92,152,796 澳門金融管理局發出之證券   -   -   75,000,000     95,000,000   -   -   170,000,000  100,725,557 11,277,078 76,710,596 100,032,084 1,448,343,399 1,903,580,207 3,640,668,921         負債        客戶存款 119,274,001 148,667,750 212,444,669 42,662,783 - - 523,049,203  119,274,001 148,667,750 212,444,669 42,662,783 - - 523,04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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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市場及貨幣外匯風險市場及貨幣外匯風險市場及貨幣外匯風險市場及貨幣外匯風險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本 分行承擔市場風險。市場風險是指因為市場利率及價格波動（包括匯率、利率、

商品價格及股票價格等）對資產、負債及資產負債表以外之項目所構成之虧損風

險。 

 

市場風險承擔原於交易及非交易用途組合。交易用途組合包括市場莊家及源自客

戶持倉頭寸。由於本集團持有可控額度且可帶來外匯及利率風險之金融工具，故

此由交易組合內所產生之市場風險視為可以接受水平。 

 

本集團已於日常業務中批准額度內就由金融市場部管理的交易及滿足客戶訂單

而維持可控制的市場風險頭寸（利率及外匯匯率風險）。本集團透過其批准的風

險額度來管理市場風險，該等風險額度分配予各業務部門及本集團旗下的法人團

體。日常風險監控由市場風險管理部獨立實施，確保所有交易活動以適當方式並

於批准額度內進行。本集團的市場風險頭寸由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

管理委員會」）及高級管理層定期審核。 

 

本集團已確立準則、政策及程序來控制和監控市場風險，並由董事會風險委員會

（「風險委員會」）監控及管理，並由風險管理委員會管理及監督。政策連同額

度及相關假設須由風險管理委員會至少每年一次進行定期審核及批准。 

 

本集團採用情境基礎進行壓力測試。定期進行壓力測試用以評估極端市場狀況下

的潛在虧損。董事會、風險委員會及高級管理層會定期審核壓力測試結果。 

 

現時本分行只面對港元，美元及人民幣匯率變動之風險。而本分行並無相關衍生

金融工具之業務。 

 

於2020年12月31日止，本分行之外匯淨盤總額為長盤澳門幣 295,061,379。 

 

本分行產生之外匯風險，佔外匯淨盤總額百分之十或以上者，披露如下： 2020 澳門幣千元等值  港元 美元 總額 現貨資產 3,467,853 1,571 3,469,424 現貨負債 3,172,963 1,604 3,174,567 長 / (短) 盤淨額  294,890   (33)   29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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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 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    ((((銀行賬目銀行賬目銀行賬目銀行賬目))))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利率風險是指利率的不利變動對本銀行的財務狀況構成的風險。其包括缺口風

險、基差風險及期權風險。息差可能因有利於本銀行的變動而上升，但可能因出

現未能預計或不利變動導致產生不利影響。 

 

本集團管理的銀行賬戶利率風險頭寸，其乃因投資於以內部指引及相關風險額度

測算的批准金融工具所致。於必要時，對沖該等利率頭寸將通過利率衍生工具執

行，非對沖頭寸將包含於產生風險的正常銀行業務中。 

 

銀行賬戶利率風險指因利率的不利變動而產生的銀行資金及盈利風險。銀行賬戶

頭寸指隨著正常銀行業務發展的資產及負債（例如貸款、存款及金融工具），並

不用於交易。倘利率變動，該等非交易資產及負債隨附的未來現金流量亦會變

動。本集團使用經濟價值及盈利基準計量管理其銀行賬戶利率風險頭寸。 

 

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缺口的計算是每日通過自動系統處理。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對照

批准的風險限制監督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缺口結果。對利率敏感的資產、負債和表

外頭寸所產生的現金流量乃預先分配；根據各種業務模式（包括預付款模式、早

期贖回模式和無到期日存款行為模型）嵌入選擇調整。 

 

定期對銀行賬戶利率風險進行壓力測試。壓力情景的覆蓋範圍屬全面並具有前瞻

性，以及彼等由對銀行產生重大影響的風險因素組成。本集團對銀行賬戶利率風

險的風險管理過程進行定期審查，旨在確保其完整性、準確性及合理性，以應對

不斷變化的市況。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之利率風險管理指引，金融管理局將定期評估本分行的利率

風險水平。分行必須每季度以所指定的標準格式報告其利率風險。分行應將對利

率敏感的資產、負債及資產負債表表外項目的持倉量，分成15個不同時段分別填

報。金融管理局將會根據加權持倉量總額來決定分行是否有重大的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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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3.13. 業務操作業務操作業務操作業務操作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業務操作風險涉及人為錯誤、系統失靈、訛騙或內部控制不足及程序不當所引致

不可預見之損失。 

 

執行董事、部門主管、行內法律顧問及稽核部透過適當之人力資源政策、下放權

力、分工及掌握適時且精確之管理資訊，攜手管理業務操作及法律風險。高級管

理層及審計委員會負責為董事會維持一穩固及有系統之監察環境，為求確保業務

操作及法律風險得以妥善管理。 

 

一套完善之應變計劃現已制定，以確保主要業務能持續如常運作。一旦受到任何

商業干預，日常運作亦可有效率地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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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 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流動資金風險是本集團可能無法資助資產增加或履行到期債務的風險，而不會產

生不可接受的損失。流動資金問題可能會對本集團的收益及資本產生不利影響，

並且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導致本集團無力償債而倒閉。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本集團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框架的主要目標是為每日維持流動資金於穩健水平，以

確保本集團有充足的現金流量如期支付正常業務中的短期債務、掌握貸款及投資

機遇，以及符合法定流動資金之要求。本集團已根據監管政策手冊LM–2「穩健

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系統及管控措施」之規定，通過進行現金流量分析，進一步

強化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框架，以確保本集團有充足之流動資金及融資能力，以應

付其日常的業務營運及能承受持續資金壓力。這些現金流量分析也為其他風險管

理工具包括壓力測試及應變融資計劃提供了基礎。本集團在充分考慮本集團的組

織結構、主要業務特點及監管政策基礎後，採用集中及分散二者相結合的流動資

金風險管理模式。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由資債管委會檢閱後，經執行委員會審批的流動資金

風險管理政策所監管。該政策詳列流動資金狀況、適當的限額及觸發額的主要特

點。資債管委會獲執行委員會授權，負責監察本集團的日常流動資金風險管理工

作。該會是負責監察及控制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其監控是透過持續及定期檢

閱不同流動資金的衡量標準，這些標準包括但不限於法定流動性維持比率及核心

資金比率、資產及負債的期限錯配、貸存比率、正常及壓力現金流量預測及同業

交易。本集團運用各個內部開發的管理資訊系統去準備及編製定期管理報表，以

協助完成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的職責。 

 

財資部負責管理本集團即日及日常的現金流量及流動資金狀況。而財務及資本管

理部負責確認、計量及監察流動資金風險、進行流動資金成本分析及壓力測試、

處理有關流動資金風險的監管報表及組織編製貸款及存款的定期預測、流動性維

持比率、流動資金及融資報表。根據其嚴重程度，所有政策違規會由這些單位向

資債管委會及╱或執行委員會匯報，徵求緩釋措施的意見或指導。 

 

本集團流動資金風險的主要來源包括資產及負債之間的期限錯配、客戶存款的支

取及客戶提取貸款。在正常業務及壓力情況下，本集團分別會每天及每月透過對

一系列適當時間內的資產負債表內外項目進行現金流量分析，以確認流動資金需

要，從而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本集團管理流動資金風險亦包括設置及觀察流動資

金指標與其法定及內部限額，設計及實施早期預警指標從而將例外情況作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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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分配流動資金成本。最後防線是要確保本集團有良好的聲譽及流動資金緩

衝去支持其融資能力。     
本分行的流動資金情況是透過每月向總行遞交的管理賬目及每日流動資金狀況

表監督。本分行的主要資金來源是來自總行。本集團的政策是以總行來支持海外

分行的流動資金需求。而給予海外分行的資金有預設的限額，用作鼓勵他們於其

本地市場尋找他們自身的資金來源。本分行力得總行支持，擁有雄厚的資本基礎

作為其主要的資金來源。 

 

澳門金融管理局亦嚴謹地監控分行的流動資金風險水平。分行必須按照金融管理

局之規定定期提交所指定的標準格式報告，如每週提交的清償報表及每月提交的

抵償報表。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發出之清償能力規則，分行可動用現金之每週每日金額不得

低於按下述百分率對上一週所核定且以期間分類之平均基本負債而計算出之總

和： 

•即期負債之3%； 

•除即期負債外，三個月以下負債之2%； 

•三個月以上負債之1%。 

 

分行在澳門金融管理局開立之澳門幣活期存款帳戶在每週每日之結餘，不應低於

上述所指之可動用現金之最低數值之70%。 

 

如分行在當於某日之可動用現金或在金融管理局之存款未達所規定之最低金額

時，將被依法科處處罰。 

 

下表簡易列明本分行在2020年全年之平均清償能力值︰  澳門幣(千元) 
每週最低可動用現金之平均數 11,831 

每週可動用現金之平均數 63,542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所定之抵償資產，分行在月終時之金額不應低於根據澳門金

融管理局所定之基本負債數值之30%。 

分行應於每月向金融管理局提交有關上月終決算所得之抵償資產及基本負債數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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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簡易列明本分行在2020年全年之平均抵償能力值︰ 澳門幣(千元) 
每月抵償資產之平均數 347,093 

每月抵償資產對總基本負債之平均比率 60.04% 

 

 

下表簡易列明本分行在2020年全年之平均流動資金比率︰  
一個月 18.35% 

三個月 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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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15. 集團資料集團資料集團資料集團資料 ((((已已已已審核審核審核審核))))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執行董事 

 宗建新先生 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劉惠民先生 副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張招興先生 主席 李  鋒先生  周卓如先生  陳  靜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鄭毓和先生  馬照祥先生 李家麟先生 余立發先生    
 

 

 

 

 

 

 

 

 



                  
 

- 30 - 

集團之簡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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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理 

 

本集團之政策是維持雄厚資本基礎來支持本集團業務之發展及確保符合用以評

估銀行資本足夠程度之法定資本充足比率之規定。資本是根據各業務部門所承受

之風險來分配於本集團多種活動上。若附屬公司及分行受其他監管機構直接監

管，它們需要依照該等監管機構之規則來維持其資本。 

 

本集團的資本管理目標為： 

• 符合香港《銀行業條例》下《銀行業（資本）規則》下之資本要求；及 

• 支持本集團之穩定及商業增長，並替股東賺取合理回報。 

 

本集團管理層定期按《銀行業（資本）規則》的計算方法監察資本充足度及監管

資本使用。資料按季度匯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金管局要求每家銀行或銀行集團將其監管資本總額對加權風險資產比率（資本充

足比率）維持在相等於或高於銀行業（資本）規則訂明的最低水平。此外，本銀

行的香港以外分行會受當地的監管機構直接監管及指導，相關監管及指導因不同

國家而異。本集團附屬公司的監管資本要求亦受其他監管機構管制，例如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保險業監理處。 

 

資本充足比率乃依據金管局法定要求以本銀行及部份附屬公司綜合計算。此規則

乃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下之《銀行業（資本）規則》而制定。 

 

本集團已建立一套資本規劃程序，藉以評估資本是否足夠支持現有及未來之業

務，並於考慮相關風險及本集團之策略重點及業務計劃後訂定資本充足目標。主

要考慮因素包括未來業務擴充所需之額外資本、定期執行之壓力測試結果、股息

政策、收入確認及撥備政策等。 

 

 2020 2019 

 % % 

總資本比率 16.79 17.51 

一級資本比率 14.36 14.32 

 

 2020 201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儲備 12,529,404 11,774,838 

股本 9,977,060 9,97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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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0 201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庫存現金及短期資金 21,800,643 20,404,505 存放同業於一至十二個月內到期之款項 1,478,103 5,525,049 衍生金融工具 1,645,450 705,930 證券投資 52,853,752 57,534,593 貸款及其他賬項 152,283,092 125,982,796 可收回稅項 168,841 - 聯營公司權益 399,553 377,244 投資物業 299,513 306,610 物業及設備 1,095,218 1,124,251 遞延稅項資產 32,109 28,767 無形資產 843,373 778,289 資產總額 232,899,647 212,768,034  負債   同業存款及結餘 8,229,574 6,949,921 於回購協議下出售之金融資產 786,540 4,253,852 客戶存款 183,228,291 162,664,648 衍生金融工具 3,775,482 1,902,951 其他賬項及應付費用 3,241,808 3,172,687 應付稅款 21,852 486,528 存款證 2,551,530 3,749,075 借貸資本 3,033,178 4,579,912 遞延稅項負債 96,932 145,247 負債總額 204,965,187 187,904,821  屬於本銀行股本擁有人的權益   股本 9,977,060 9,977,060 額外股本工具 5,427,996 3,111,315 儲備 12,529,404 11,774,838 權益總額 27,934,460 24,863,213 負債及權益總額 232,899,647 212,76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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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2020 2019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5,565,742 6,492,027 利息支出 (2,639,190) (3,232,167)    淨利息收入 2,926,552 3,259,860    費用及佣金收入 513,217 448,854 費用及佣金支出 (78,890) (123,197)    淨費用及佣金收入 434,327 325,657 淨買賣及投資收入 258,453 241,293 其他營業收入 189,385 184,461 營業支出 (1,661,304) (1,624,429)    減值準備前之營業溢利 2,147,413 2,386,842 金融資產淨減值損失 (422,003) (137,881)    減值準備後之營業溢利 1,725,410 2,248,961 出售設備之淨虧損 (573) (344) 投資物業公允值調整之淨虧損 (10,300) (4,431) 所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42,229 37,191    除稅前溢利 1,756,766 2,281,377 稅項 (276,788) (380,735)    年度溢利    –屬於本銀行股本擁有人 1,479,978 1,900,642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港幣 1.34 元  港幣 1.8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