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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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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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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5,752.70 14,101,463.35 42,179,675.27 33,403,094.83 - - 4,202,554,003.36 175,000,000.00 8,307,790.09 - - - - - 2,311,308.86 2,637,052.09 3,491,761.07 173,946.21 4,088,606.44 

- - - - - - - - - - - - - - 982,254.00 2,345,248.13 3,446,097.77 173,946.21 - 

8,645,752.70 14,101,463.35 42,179,675.27 33,403,094.83 - - 4,202,554,003.36 175,000,000.00 8,307,790.09 - - - - - 1,329,054.86 291,803.96 45,663.30 - 4,088,606.44 4,496,894,454.27 6,947,546.11 4,489,946,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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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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69,633.37 - 383,554,393.58   494,024,026.95        3,607,075,222.36        120,062,135.64    268,785,523.21 

- - 3,599,850,000.00 - -     381,677.00     565,698.35    6,277,847.01   44,250,457.07    42,085,789.49   33,725,889.08 - - -  222,769,489.00   46,016,034.21  4,489,946,9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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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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3,506,493,000.00      1,678,408.69      5,547,142.58       645,031.98   - -    1,147,931,2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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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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年財務報表) 

 二零一八年營業結果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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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56,247.28  -  7,400,857.70   397,952.57   146,395.10   500,333.77  4,516,518.29 -     5,181.00 -   188,624.49  6,347,470.26  52,410,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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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03,725.31  10,055,687.08     86,471.28 - -     24,000.00 - 

135,669,883.67 135,669,8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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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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394,268.00 46,016,034.21 
營業利潤 歷年之利潤 特別利潤 備用金之使用 營業結果(虧損)  總額 

52,410,302.21 - - - - 
52,410,302.21 52,410,3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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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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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經濟政治動盪，貿易戰風波持續，儘管二零一八年的經營環境充滿挑

戰，惟秉承着創興銀行待客為先及專業服務的理念，堅守於審慎風險管理架構下

營運發展，是年度本行的業務得以順利推展，取得平穩增長。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行營運收入淨額為 7,191 萬元(澳門元，下同)，

年比上升 20.1%，全年稅後盈利為 4,602 萬元，上升 37.2%；客戶存款總額為 4.94

億元，上升 7.8%；放款予客戶總額達至 42.03 億元，上升 20.5%；總資產為 44.90

億元，上升 15.2%。 

    展望 2019 年度，本行繼續把握機遇，在總行有力支持下，努力提升創新競

爭能力，確保為客戶提供更優質之產品和服務，回饋澳門市民的信賴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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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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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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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行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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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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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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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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8 2017  澳門幣 澳門幣 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 52,410,302 37,886,784 調整：     利息收入 (125,503,725) (86,438,056)   利息支出 63,756,247 33,509,262   貸款減值準備 6,347,471 9,793,043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188,625 221,573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虧損 - 1,748 營運資產及負債變動前之營運現金流  (2,801,080)  (5,025,646) 減額︰原定到期日多於三個月之存放同業及其他財務機構款項 - 79,874,343 (增額)︰在本地之金融管理局存款 (196,207) (1,398,686) (增額)︰客戶貸款 (724,817,593) (887,292,811) 減額 / (增額)︰其他賬項及應收收入 44,366 (3,711) 增額︰向總行借款 511,815,187 742,221,650 增額：客戶存款 35,910,062 149,688,587 增額 / (減額)︰其他賬項及應付費用 1,089,843 (130,256) 經營業務之現金收入（支出） (178,955,422) 77,933,663 已付澳門利得稅稅款 (4,521,044) (6,402,216) 已收利息 126,146,902 83,103,368 已付利息 (62,625,272) (32,964,821) 經營業務之現金收入（支出）淨額 (119,954,836) 121,669,994 投資業務   購入金融票據 (172,932,865) (109,302,430) 贖回之金融票據 110,000,000 50,000,000 購入物業及設備 (26,823) (346,161) 投資業務之現金收入淨額 (62,959,688) (59,648,591) 淨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額 / (減額) (182,914,524) 62,021,403 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81,828,956 219,807,553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98,914,432 281,828,956 代表：   庫存現金及及短期存款 92,536,311 248,465,935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規則之最低存款額 6,378,121 33,363,021  98,914,432 281,82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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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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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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409 

 

5,547,143 

 

645,032 

 

26,24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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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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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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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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017  澳門幣 澳門幣 
存在總行的短期資金 41,710,885 39,721,638 

原定到期日多於一個月之存

放總行款項 

 

0 

 

8,141,262 

從總行借款 3,599,850,000 3,088,034,813 

應收利息 100,208 68,387 

應付利息 1,302,428 1,088,155 

已收利息 401,265 144,412 

已付利息 58,910,326 30,77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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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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代執行放款審核委員會及放款

審核委員會。此等人士包括本集團風險總監，信貸風險管理主管及一批經驗豐富

的信用風險主任。風險總監會透過制定信貸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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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已選定的產業、交易對手、國家和

投資組合類型的風險等策略，以全面負責中央管理信用風險及為各業務單位提供

各種信貸相關問題的諮詢和指導。 

 

信貸主任通過確保信貸建議符合本集團的承保標準和有關法規的規定從而進行

獨立審查和信貸申請審批。當信貸申請額超過信貸主任的最高授權限額時，需要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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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低信用風險措施 

本集團一般接受抵押品及金融擔保以支持客戶貸款。但本集團並無採用資產負債

表內及資產負債表外淨額計算及信用衍生工具合約作為減低信用風險措施。被採

納之主要認可抵押品包括現金存款及物業，而主要認可擔保則為由銀行及香港政

府所發出之金融擔保。 
本集團只接受下列抵押品： 

•該抵押品能隨時變現； 

•該抵押品之價值穩定，並容易計算或可從估值中計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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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抵押品之權益能隨時核實，並能合法地轉讓予本集團。 

 

本集團的貸款政策是按不同貸款類別訂定相關之貸款與價值（抵押品值）之比

例。於新批出貸款及貸款續約時，以市場價值評估抵押品之價值。抵押品需定期

或遇上相關資產價格大幅波動時重估。權益契約如物業契據或定期存款證等由本

集團持有。辦妥登記抵押契約於官方機構為批出抵押貸款之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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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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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0,867,790 99.5% 已逾期貸款(第一組別) 21,686,213 0.5%  4,202,554,0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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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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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區域位置： 貸款總額 集體減值準備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 4,198,807,573 42,025,029 香港 3,746,430 37,526  4,202,554,003 42,06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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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客戶貸款 貸款總額 集體減值準備  澳門幣 澳門幣 
製造工業 16,922,340 169,926 
批發及零售業 202,049,300 2,022,517 
酒店業 1,987,195,186 19,884,677 
住宅樓宇 

其他 - 主要項目包括個

人貸款作其他私人用途 

1,922,128,606  74,258,571 19,241,870  743,565 
 4,202,554,003 42,06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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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負債按到期日分析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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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0,526 39,850,314 178,580,041 442,780,495 3,540,782,627 4,202,554,003 存放同業款項  56,281,139  -  -  -  -  -  56,281,139 澳門金融管理局發出之證券   -   45,000,000   30,000,000     100,000,000   -   -   175,000,000  56,281,139 45,560,526 69,850,314 278,580,041 442,780,495 3,540,782,627 4,433,835,142         負債        客戶存款 110,625,013 202,885,134 132,095,226 48,418,654 - - 494,024,027  110,625,013 202,885,134 132,095,226 48,418,654 - - 494,02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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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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批准的風險額度為集團管理這種風險，這些風險額度分配予各業務部門及本

集團旗下的法人團體。本集團致力確立準則、管理政策及程序來控制和監控市場

風險，並由風險管理委員會監控及管理。 

 

此外，本集團使用衍生工具來減持利率及外匯風險。壓力測試用以評定若出現較

為極端但有可能發生的市場情況，對組合價值的潛在影響。高級管理層及董事會

會定期檢閱壓力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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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

團的政策主要是將資產配對同一貨幣的負債，從而有效減低外匯風險。本集團亦

設定外匯風險額度，以確保外匯風險敞口維持於可接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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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1日止，本分行之外匯淨盤總額為長盤澳門幣 213,78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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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澳門幣千元等值  港元 美元 總額 現貨資產 4,299,350 8,765 4,308,115 現貨負債 4,085,721 8,823 4,094,544 長 / (短) 盤淨額  213,629   (58)   21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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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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流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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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利率風險為金融工具之價值因應市場利率變動產生之風險。本集

團之公平值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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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主要是以利率差距分析來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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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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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乃受到經資債管委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檢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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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債管委會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獲執行委員會授權，負責

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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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限於法定流動性維持資金比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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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運用各個行內開發及外來專家提供的管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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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處負責管理本集團即日及日常的現金流量及流動資金狀況。而風險管理處、

財務及資本管理部及財務處負責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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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組織編製貸款及存款

的定期預測、流動資金比率、流動資金及融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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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風險管理委員會匯報，尋求他們緩和措施的

考慮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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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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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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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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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8 

每週可動用現金之平均數 5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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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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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106 

每月抵償資產對總基本負債之平均比率 161.48% 

 

 

下表簡易列明本分行在2018年全年之平均流動資金比率︰  
一個月 58.28% 

三個月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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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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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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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跟據銀行業（資本）規則的規定維持監管資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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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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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017 

 % % 

總資本比率 19.01 17.60 

一級資本比率 15.19 13.30 

 

儲備 

 2018 2017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儲備總額 10,253,239 9,685,864 8,16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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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8 2017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庫存現金及短期資金 26,182,402 25,164,641 存放同業於一至十二個月內到期之款項 7,945,726 6,359,004 衍生金融工具 896,140 556,793 證券投資 46,986,126 39,153,501 貸款及其他賬項 106,808,471 90,949,787 聯營公司權益 347,320 301,337 投資物業 311,942 298,765 物業及設備 521,330 590,746 預付土地租金 2,073 2,134 遞延稅項資產 19,907 - 無形資產 554,201 370,406 資產總額 190,575,638 163,747,114  負債   同業存款及結餘 5,615,953 3,051,932 於回購協議下出售之金融資產 6,571,696 12,002,989 客戶存款 143,690,294 118,758,674 衍生金融工具 873,617 882,279 其他賬項及應付費用 2,118,485 1,577,588 應付稅款 240,637 434,818 存款證 2,688,386 3,217,451 已發行債務證券 1,707,923 1,796,069 借貸資本 4,507,147 4,541,380 遞延稅項負債 19,171 50,136 負債總額 168,033,309 146,313,316  屬於本銀行股本擁有人的權益   股本 9,977,060 5,435,904 額外股本工具 2,312,030 2,312,030 儲備 10,253,239 9,685,864 權益總額 22,542,329 17,433,798 負債及權益總額 190,575,638 163,747,114 
 



                  
 

- 32 - 

綜合收益表  2018 2017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利息收入 5,102,578 3,800,391 利息支出 (2,222,616) (1,483,263)    淨利息收入 2,879,962 2,317,128    費用及佣金收入 505,548 424,545 費用及佣金支出 (121,054) (97,074)    淨費用及佣金收入 384,494 327,471 源自買賣及投資淨收入（虧損） 248,155 (93,938) 其他營業收入 173,506 158,895 營業支出 (1,548,840) (1,353,633)    減值準備前之營業溢利 2,137,277 1,355,923 金融資產淨減值損失 (178,254) (372,510)    減值準備後之營業溢利 1,959,023 983,413 出售待出售之資產之淨溢利 - 2,878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淨（虧損）溢利 (341) 654,619 出售其他投資之淨溢利 - - 出售投資物業及其公平值調整  之淨溢利  10,250  12,632 其他營業收入 116,655 - 所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19,628 55,723    除稅前溢利 2,105,215 1,709,265 稅項 (344,828) (144,398)    年度溢利    –屬於本銀行股本擁有人 1,760,387 1,564,867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港幣 2.14 元  港幣 2.16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