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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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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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3,393.49 31,350,416.79 46,871,567.85 17,511,573.55   655,222,784.73 50,000,000.00  7,747,012.05      2,311,246.45 2,419,785.89 3,432,891.34  176,001.46 1,083,736.44 

               751,103.87 2,260,416.69 3,427,627.59  176,001.46 

 8,173,393.49 31,350,416.79 46,871,567.85 17,511,573.55   655,222,784.73 50,000,000.00  7,747,012.05       1,560,142.58    159,369.20      5,263.75 -   1.083,7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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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300,410.24 6,615,149.61 819,685,2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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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幣 負債 小結 總額 277,827,794.50   22,951,368.29   404,515,878.15      429,469.25    432,491.78    251,379.00   1,400,065.41   2,754,595.60      3,915,471.45  103,525,428.59     1,681,318.61 

  300,779,162.79        405,629,218.18       8,070,132.46  105,206,7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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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685,260.63 *  備註 其他儲備乃澳門幣 3,915,471.45 元的一般風險備用金。分行採用澳門特別行政區之《財務報告準則》編制年度財務報表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有關減值準備可能低於按《第 18/93-AMCM 號通告》 所規定的最低水平的一般風險備用金。 分行會撥出一筆相等於該一般風險備用金與貸款減值準備差異金額 作為監管儲備。該增撥備用金在帳項概要內損益計算表包含於『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增撥的備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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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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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159.49      7,282,731.30  792,638.49  3,867,877.30      8,770,0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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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結果營業結果營業結果營業結果演算演算演算演算 

 營業賬目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澳門分行 澳門幣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1,368,471.40   3,732,155.05  255,169.19   92,985.90  263,938.28 2,854,175.13    4,789.00   114,213.98 1,752,010.56 4,336,330.94  

12,,071,328.58  2,362,942.36   320,868.49     1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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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4,2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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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4,2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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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益計算表 澳門幣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231,338.01 2.423.674.32   1.681,318.61 

4,336,330.94   營業損失 歷年之損失 特別損失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增撥的備用金 營業結果(盈餘)  總額  4,336,330.94 

營業利潤 歷年之利潤 特別利潤 備用金之使用 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撥回的備用金 營業結果(虧損)  總額 4,336,330.94 



              
 

  Page 9 of 30 

4. 業務報告之概要業務報告之概要業務報告之概要業務報告之概要 

 

                     2013 年，環球經濟依然複雜多變。惟澳門享有亞太區經濟發展的機遇，尤

其受惠內地持續高速發展及國家政策扶持帶來的動力，本地整體經濟擴張趨勢明

顯，帶動銀行資金出路亦見寬廣。得力於總行支持，我行本著「以優質金融服務，

支持企業把握商機」為宗旨，強化內部管理，講求便捷實效，滿足客戶需求，有

效擴大了客戶基礎，拓展了優質客戶群，業務喜創新猷，業績全面步入升軌。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我行總營運收入為 1,341 萬元(澳門元，下同)，

年比升幅 44%，全年稅後盈利為 168 萬元，大幅上揚 138%，客戶存款總額為 3

億元，上升 8%，放款予客戶總額創新高，達到 6.6 億元，大幅上升 174%，總資

產淨額為 8.2 億元，顯著增幅 81%。 

    展望 2014 年度，隨著內地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強勢展開，為澳門經濟提供

重要契機，注入新的動力，預計本地經濟前景持續樂觀。我行將把握機遇，在總

行有力支持下，努力提升創新競爭能力，奪取更佳業績，為客戶提供更優質便捷

的產品和服務，回饋澳門市民的信賴支持。 

 

 

經理: 劉慶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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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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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經理 

 

本核數師行已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完成審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

日止年度之損益表、總公司賬項及儲備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

計政策的概要及其他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分行按

照澳門金融管理局（第18/93-AMCM號通告）計提一般風險備用金。該一般風險

備用金在隨附刊登的損益計算表列為“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增撥的備用

金”，作為“營業結果”的調整專案。其一般風險備用金與貸款減值準備差異金

額在年度財務報表的總公司賬項及儲備變動表列為“監管儲備”。除了以上所述

外，本行認為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

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瞭解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澳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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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 

 

馬健華 

註冊核數師 

德勤德勤德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澳門 

 

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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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現金流動表現金流動表現金流動表現金流動表     2013 2012  澳門幣 澳門幣 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 4,336,332 1,452,646 調整：     淨利息收入 (10,702,858) (7,656,572)   貸款減值準備 1,752,010 1,002,585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114,213 151,371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溢利 - (4,268) 營運資產及負債變動前之營運現金流  (4,500,303)  (5,054,238) 增額︰逾三個月到期之金融票據 增額︰逾三個月到期之存放同業及其他財務機構款項 - (228,057) (50,000,000) 2,536,059 增額︰客戶貸款 (416,512,059) (169,853,091) 增額︰其他賬項及應收收入 (1,476) (14,003) 增額︰向總行貸款 339,890,823 30,899,166 增額：客戶存款 22,748,945 (15,947,246) 減額︰其他賬項及應付費用 (838.550) 1,916,661 減額：存款證 - 102,997,219 經營業務之現金收入（支出） (59,440,677) (102,519,473) 已付澳門利得稅稅款 (96,754) (202,500) 已收利息 11,649,802 8,067,181 已付利息 (1,276,036) (862,425) 經營業務之現金收入（支出）淨額 (49,163,665) (95,517,217) 投資業務   購入物業及設備 (22,638) (96,331) 出售物業及設備所得款項 - 14,461 投資業務之現金收入淨額 (22,638) (81,870) 淨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額 (49,186,303) (95,599,087) 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53,093,255 248,692,342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03,906,952 153,093,255 代表：   庫存現金及及短期存款 153,093,255 171,968,730 原定到期日少於十二個月之存放同業款項  7,747,012  38,643,480 扣減︰原定到期日多於三個月之同業存款   (57,747,012)   (57,518,955)  103,906,952 153,09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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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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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資產負債表內的或有資產之項目外，本分行並無其他相關項目披露。     
    

8.8.8.8. 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        現時本分行並無相關衍生金融工具之業務。     
    

9.9.9.9.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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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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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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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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攤銷成本入賬的金融資產，其確認的減值虧損為該金融資產的賬面值與以原本

有效利率折算估計未來現金流之現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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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沒有發現需個別減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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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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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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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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撥金額會於損

益賬內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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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或收取、交易費及其他溢價或折讓）。 

 

終止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之合約權利屆滿，或金融資產已予轉讓或已轉讓擁有金

融資產之幾乎全部風險及回報給另一個體，本分行會終止確認該金融資產。於完

全終止確認金融資產時，金融資產之賬面值與已收及應收代價於損益賬內確認。 

 

只有當有關合約指定之本分行之債務被解除、註銷或屆滿時，本分行將終止確認

金融負債。該被終止確認的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已付及應付代價之差額，於損益

賬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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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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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資產的減值 

於報告期末，本分行會評估非金融資產的賬面值去決定該資產有否遭受減值虧損

的跡象。如這些跡象存在，該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會被計量，從而決定減值虧損的

程度（如有）。當單一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不可能被計量，本分行會估計該資產所

屬的現金賺取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在確認一個合理及一致的分配基礎後，企業的

資產會分配給單一的現金賺取單位，或是根據其已確認的合理及一致的分配基

礎，分配給最小組別的現金賺取單位。 

 

可收回金額是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與使用價值之較高者。當評估使用價值時，是使

用稅前折算率把估計的未來現金流折算成現值，而該稅前折算率是能反映現時市

場評估的金錢時間值及該資產的特定風險並且其對未來現金流的估計沒有作出

調整。 

 

如資產的估計可收回值少於其賬面值，資產的賬面值會減低至其可收回值。減值

虧損會立即被確認至損益賬內。 

 

當減值虧損於期後回撥，資產的賬面值便會升至經估計調整之可收回值。但上升

之賬面值不會高於往年度未確認減值虧損前的資產的賬面值。減值虧損的回撥會

立即被確認為收入。 

 

稅項 

稅項開支是指當期應付稅項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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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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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以外幣

為單位之貨幣性項目按報告日匯率折算。以外幣歷史成本計量的非貨幣性項目不

予再折算。 

 

結算及再折算貨幣性項目所產生之匯兌差額於產生之期間確認於損益賬。 

 

租賃 

支付營運租賃是根據租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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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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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 關關關關聯聯聯聯方交易方交易方交易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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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行與總行及三藩市分行之重大交易詳列如下： 

  2013 2012  澳門幣 澳門幣 
存在總行的短期資金 17,146,628 51,414,611 

存在三藩市分行的短期資金  364,945   280,589 

原定到期日多於一個月之存

放總行款項 

 

7,747,012 

 

7,744,315 

從總行借款 370,789,989 30,899,166 

應收利息 4,852 8,660 

應付利息 97,015 3,810 

已收利息 469,388 3,368,914 

已付利息 784,296 1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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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信用風險信用風險信用風險信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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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董事放款審核委員會及放款審核委員會為本主要審批信用之組織。放款審核

委員會由本總行之高級管理人員組成；而常務董事放款審核委員會則由本總行所

有常務董事所組成。常務董事放款審核委員會全面負責信用政策及監督貸款組合

信用質素。在常務董事放款審核委員會的監管下，本總行之管理人員根據貸款額

度、提供之抵押品、借款人之信用級別及其他規定的信用指引，授權審批信用。 

 

信貸評審部負責審核所有信用申請。當客戶填寫貸款申請書或信用額度之要求

後，分行或貸款部門之客戶主任從約見客戶、收取文件、作可行性研究及以其他

途徑獲得有關資料，繕寫及提交信用建議書予信用評審主任審核申請。信用評審

主任則需要覆審提交資料之真確及信用建議書是否符合指定要求，同時，在允許

或反對貸款申請及續期之建議時，需要提供獨立之信用評估作支持。 

 

放款審核委員會批核信用申請。放款審核委員會則根據客戶之貸款目的、財務優

勢、還款能力、以往戶口表現、及提供之抵押品（如適用）而作出批核。若貸款

額度超越放款審核委員會獲授權批核之額度時，常務董事放款審核委員會則負責

批核申請。 

 

本分行通過對單一貸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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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批准。 

 

信用風險之風險承擔乃通過定期分析借款人及潛在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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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之風險承擔亦部份

通過取得抵押品及公司和個人擔保控制。 

 

減輕風險之政策 

為降低借貸風險，銀行作出借貸決定前，必須考慮申請人多項因素，監察及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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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措施如下： 

•貸款目的 / 金額 / 按揭成數 (即 Loan to Value – “LTV”)； 

•客戶還款能力 / 供款與入息比率 

•正確以及最新之客戶資料 / 財務資料 

•抵押品 / 利率 

 

信用質素 

在2012年及2013年，所有客戶貸款之信用質素良好，並無逾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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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值及減值準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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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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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區域位置： 貸款總額 集體減值準備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 650,530,559 2,734,869 香港 4,692,225 19,726  655,222,784 2,75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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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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客戶貸款 貸款總額 集體減值準備  澳門幣 澳門幣 製造業 1,887,315 7,934 批發及零售業 21,821,287 91,738 酒店業 27,809,249 116,912 住宅樓宇 573,971,713 2,413,011 其他︰主要項目包括個人貸款作其他私人用途  29,733,220  125,000  655,222,784 2,754,595 
 

 

資產及負債按到期日分析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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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161 12,756,818 3,954,451 7,673,687 194,352 630,249,315 655,222,784 存放同業款項  78,221,985  -  -  -  -  -  78,221,985 澳門金融管理局發出之證券   -   -   -    50,000,000   -   -   50,000,000  78,616,146 12,756,818 3,954,451 57,673,687 194,352 630,249,315 783,444,769         負債        客戶存款 277,827,795 8,099,869 12,046,199 2,805,300 - - 300,779,163  277,827,795 8,099,869 12,046,199 2,805,300 - - 300,77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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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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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分行承擔市場風險。市場風險乃當市場價格變動，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將來的

現金流會隨之波動。市場風險是從利息、貨幣及證券產品的未平盤額而產生，並

受一般及特別的市場轉變及市場率或市場價格，例如利率、信用息差、外匯率及

證券價格水平調整的轉變所影響。 

 

市場風險管理主要由資金管理職能承擔並在董事會或其指定之委員會批准的風

險限額內進行。限額在每個組合、產品及風險類別分別設立，而市場的流動性是

決定風險限額程度的主要因素。本集團致力確立準則、制度及程序來控制及監控

市場風險。個別業務產生之市場風險是由總行之資產及負債管理委員會評估及管

理。 

 

此外，本集團亦定期進行壓力測試，是用來測試在極端情況下的潛在虧損之提

示。每個業務單位的高級管理層及董事會會檢閱壓力測試之結果。壓力測試是因

應業務類別而設計及一般採用情節分析。 

 

由於外匯交易買賣額度屬於中等，本分行並無任何重大之外匯風險。日常外匯管

理工作由總行之資金部負責，並維持在管理層所訂下之限額內。 

 

本分行之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因應當時匯率變動之影響而承擔風險。分行之管理

層會對隔夜及即日持倉外幣及總額所承擔之風險水平設定限額，每日予以監察。

總行之資金部及財務部則透過各種計量及定性分析，每天管理日常之外匯風險，

並確保符合所制定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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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1日止，本分行之外匯淨盤總額為長盤澳門幣50,86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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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澳門幣千元等值  港元 美元 總額 現貨資產 699,509 14,946 714,455 現貨負債 649,177 14,671 663,848 長 / (短) 盤淨額  50,332   275  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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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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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風險為金融工具之未來現金流動因應市場利率變動產生波動出現之風險。本

分行之現金流量風險因應市場利率現行水平波動之影響而承擔風險。息差可能因

變動而上升，但可能因產生未能預計之波動而減少或出現虧損。利率重新訂價錯

配之水平已設定限額，及予以定期監察。 

 

本分行主要是以利率差距分析來計算其資產及負債對利率波動的反應。這反映本

分行之利率風險是由生息資產及附息負債中契約到期日及重新定價的錯配而產

生。 

 

銀行可利用模擬法計算利率風險以預計現金流量、動態盈利及經濟價值結果。一

般會參考該等持倉的過去表現，以助作出假設。計算利率風險其中一項困難，是

處理習性期限與合約期限不同或無註明合約期限的持倉。該等持倉可以包括按揭

貸款提前還款及客戶提早提取存款，致使現金流量的時間變得不明朗。在期限息

率時間表的架構中，假設支付及提取這些持倉的可能時間，並把有關餘額相應分

配至各個時段內。以一組為期20年的按揭貸款為例，可以假設在其中一些特定年

份內按揭貸款按某些百分比提前還款。至於在模擬架構中，可利用較複雜的習性

假設以能更有效估計不同利率環境下現金流量的時間及幅度。這些模擬亦可併入

有關銀行對日後如何處理無期限存款的管理利率的假設。 

 

為對總行之高級管理層應對利率風險管理的策略及政策，利率風險的相關資訊及

報告必定期報告總行。配置足夠資源以評估及控制利率風險，高級管理層便能有

效管理其業務結構及其所承擔的利率風險水平。在必要時，對內部控制作出適當

的修訂及改善。總行之資金部及財務部則透過各種計量及定性分析，每天管理日

常之利率風險，並確保符合所制定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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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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 業務操作業務操作業務操作業務操作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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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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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營運風險得以妥善管理。內部稽核員於整個風險管理過程亦扮演重要角色，執

行定期及非定期之符合性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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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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15. 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是指本集團未能履行於金融負債到期日的付款責任，及當資金被提

取時，未能取得有關替代資金。其結果可能是未能償還存款給存款者及履行貸款

承擔。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資產及負債管理委員會是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其監督是透過定期檢

討法定流動資金比率、資產及負債的到期情況、貸存比率及同業交易。流動資金

風險管理政策是由資產及負債管理委員會監控及由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條例執

行委員會審批，而流動資金狀況的主要特性會由本集團之董事會及風險管理及條

例執行委員會定期檢討。本集團的政策是每日維持穩當的流動現金水平以應付日

常營運的到期付款責任及合乎法定流動資金的要求。 

 

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條例執行委員會建議流動資金比率及貸款對存款比率的內

部目標水平。總行之資金部主管是負責監督此比率及當流動資金情況長期緊張，

資金部主管向資產及負債管理委員會及風險管理及條例執行委員會報告，在諮詢

常務董事委員會成員後，決定適當的糾正行動。 

 

本分行的流動資金情況是透過每月向總部遞交的管理賬目及每日流動資金狀況

表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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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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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將被依法科處處罰。 

 

下表簡易列明本分行在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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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7 

每週可動用現金之平均數 5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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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簡易列明本分行在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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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23 

每月抵償資產對總基本負債之平均比率 182.19% 

 

 

下表簡易列明本分行在2013年全年之平均流動資金比率︰  
一個月 151.11% 

三個月 1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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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16.16. 集團資料集團資料集團資料集團資料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常務董事 

 梁高美懿女士 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劉惠民先生 行政總裁 廖鐵城先生 副行政總裁   
非常務董事  張招興先生 主席 朱春秀先生  王恕慧先生  李  鋒先生  周卓如先生    
獨立非常務董事  謝德耀先生  鄭毓和先生  馬照祥先生 李家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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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之簡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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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理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充足比率乃按照《銀行業（資本）規則》計

算。此資本規則乃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因應實施《巴塞爾資本協定III》而制

定，並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生效。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本銀行選擇

採納「標準計算法」計算信用風險之風險加權資產，「標準（市場風險）計算法」

計算市場風險及「基本指標計算法」」計算業務操作風險。資本充足比率，乃綜

合本銀行、創興財務有限公司、Right Way Investments Limited、高堡富有限公司、

創興資訊科技有限公司、卡聯有限公司、高潤企業有限公司及鴻強有限公司之財

務資料，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計算。 

 

 2013 2012 

 % % 

總資本比率 14.57 15.34 

一級資本比率 10.82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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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備 

 2013 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儲備總額 7,514,466 7,15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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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3 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庫存現金及短期資金 16,145,437 17,331,877 存放同業及其他財務機構於   一至十二個月內到期之款項  7,920,502  4,789,513 衍生金融工具 170,135 187,911 按公平值列賬及列入損益賬之   金融資產  92,179  1,213,410 可供出售之證券 5,433,241 4,222,217 持至到期日之證券 8,326,722 9,600,020 貸款及其他賬項  45,803,583  42,109,218 應收稅項 796 - 待出售之資產 269,268 - 聯營公司權益 199,437 182,970 投資物業 136,575 135,318 物業及設備 635,702 928,380 預付土地租金 2,403 2,423 遞延稅項資產 1,501 1,502 商譽  50,606  50,606 資產總額 85,188,087 80,755,365 負債   同業及其他財務機構存款及結餘 1,674,231 1,843,477 於回購協議下出售之金融資產 1,256,657 433,681 客戶存款 71,164,904 67,508,748 存款證 563,003 667,636 衍生金融工具 100,653 248,656 其他賬項及應付費用 852,430 740,229 應付稅款 52,146 16,327 借貸資本 1,766,436 1,898,957 遞延稅項負債 25,661 23,574 負債總額  77,456,121  73,381,285 股本  217,500  217,500 儲備  7,514,466  7,156,580 資金總額  7,731,966  7,374,080 負債及資金總額 85,188,087 80,75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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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賬  2013 2012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1,595,667 1,563,820 利息支出 (581,462) (726,912) 淨利息收入 1,014,205 836,908 費用及佣金收入 283,196 253,949 費用及佣金支出 (73,263) (64,584) 淨費用及佣金收入 209,933 189,365 按公平值列賬及列入損益賬  之金融工具之淨溢利（虧損）  (22,414)  57,473 公平值對沖之淨溢利（虧損） 536 1,200 其他營業收入 239,745 237,835 營業支出 (781,575) (788,591)  660,430 534,190    貸款減值準備淨(支出)回撥 (35,237) 65,228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淨溢利(虧損) 6,740 (1,861)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之淨溢利             1,582   594 出售投資物業及其公平值調整  之淨溢利  4,237  12,206 所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32,103 36,028 除稅前溢利 669,855 646,385 稅項 (112,437) (103,045) 年度溢利    –屬於本銀行擁有人 557,418 543,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