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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澳門幣 

資產 資產總額 備用金,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額 

現金 613,550,636.97   613,550,636.97 

AMCM 存款 2,908,270,060.66   2,908,270,060.66 

應收賬項 91,101,290.66   91,101,290.66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229,265,323.34   1,229,265,323.34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942,357,531.15   1,942,357,531.15 

其他流動資產 469,748.26 214,394.79 255,353.47 

放款 94,816,463,287.99 105,026,957.73 94,711,436,330.26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97,850,000.00   97,850,000.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5,144,991,004.42   5,144,991,004.42 

股票, 債券及股權 16,166,164,589.41 910,911.86 16,165,253,677.55 

債務人 316,697,560.24   316,697,560.24 

其他投資 5,172,155,181.61  5,172,155,181.61 

財務投資 4,909,767.21 154,500.00 4,755,267.21 

不動產 129,308,520.95 46,602,078.49 82,706,442.46 

設備 209,238,441.26 175,601,108.78 33,637,332.48 

開辦費用 0.00  0.00 

內部及調整賬 976,459,373.93   976,459,373.93 

總額 129,819,252,318.06 328,509,951.65 129,490,742,366.41 

   澳門幣 

負債 小結 總額 

活期存款   14,397,172,227.12   

通知存款   62,566,389.95   

定期存款   72,976,352,233.44 87,436,090,850.51 

公共機構存款   16,995,152,427.94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2,813,890,800.00   

外幣借款   11,775,705,208.50   

應付支票及票據   105,473,154.41   

債權人   346,381,341.96   

債券借款  520,150,000.00   

各項負債   9,197,249.73 32,565,950,182.54 

內部及調整賬         1,017,358,159.78 

各項風險備用金          990,791,574.84 

股本   2,610,000,000.00   

法定儲備   620,657,402.65   

其他儲備   3,086,156,786.36 6,316,814,189.01 

歷年營業結果   166.70   

本年營業結果   1,163,737,243.03 1,163,737,409.73 

  總額   129,490,742,36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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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續)   
 

   澳門幣 

備查賬     金額 

代收賬     0.00 

抵押賬    86,635,450,876.09 

保證及擔保付款   1,092,435,981.50 

信用狀    2,688,467,301.14 

代付保證金      

     期貨買入    39,952,015,037.20 

     期貨賣出    40,003,979,248.83 

其他備查賬     4,651,092,173.71 

 

 

 

 

總 經 理                           計 財 部 主 管 

焦雲迪                                鄧 峰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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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營業賬目 

    澳門幣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負債業務成本 1,714,733,705.81 資產業務收益 2,589,110,116.40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496,165,621.81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0.00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268,683,010.78 

  職員開支 210,374,123.48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475,057,008.14 

  其他人事費用 10,291,274.88 其他銀行收益 57,641,554.82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4,867,942.63 非正常業務收益 5,150.00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92,394,167.47     

其他銀行費用 197,950,342.00     

稅項 37,045,876.57     

非正常業務費用 146,133.40     

折舊撥款 19,132,413.33     

備用金之撥款 272,720,545.16     

營業利潤 1,327,005,937.22     
        

  總額 3,886,662,461.95 總額 3,886,662,461.95 

損益計算表 

    澳門幣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歷年之損失 0.00 營業利潤 1,327,005,937.22 

特別損失 16,379.03 歷年之利潤 475,142.39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163,800,000.00 特別利潤 72,542.45 

營業結果(盈餘) 1,163,737,243.03 備用金之使用 0.00 
          

  總額 1,327,553,622.06 總額 1,327,553,622.06 

 

 

 

 

總 經 理                           計 財 部 主 管 

焦雲迪                                鄧 峰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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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之概要 

 

過去的一年，全球政經形勢複雜多變，“黑天鵝”事件頻發，金融市場動盪加劇；中國經

濟保持相對平穩增長，下行壓力有所緩解，澳門經濟逐漸趨穩。面對內外部環境挑戰和激

烈的行業競爭，澳門國際銀行（以下簡稱“本行”）堅定改革創新步伐，積極進取，各項

業務持續健康發展。 

 

2016 年，本行緊緊圍繞董事會戰略決策和部署，積極組織動員，多措並舉，穩步前行，取

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截至 2016 年末，存貸款餘額分別為 MOP1,044 億和 MOP948 億，實

現稅後利潤 MOP11.64 億，資產質量持續保持優良，綜合實力位列澳門銀行業前列。 

 

本行堅持“謀定後動”的經營思路，知形辨勢，審時度勢，制定並落實不同階段的業務發

展策略。2016 年，本行緊貼市場，有的放矢，及時調整業務發展思路，取得了良好的經營

成效。 

 

本行堅持“一體兩翼”的市場定位，深耕澳門的同時，積極拓展跨境業務和境內外聯動業

務。2016 年，本行以增資擴股為契機，實現本地業務新突破，進一步扎根本土服務澳門實

體經濟。 

 

本行堅持“戰略引領”的發展理念，制定戰略發展規劃，踐行智慧經營，為中長期發展指

明方向和道路。2016 年，本行廣州分行成功獲批籌建，“北上西出”戰略邁出歷史性的一

步。 

 

本行堅持“四大優勢”的管理思想，致力於不斷提升組織、文化、科技、質量的核心競爭

力。2016 年，本行優化公司治理，加強人才梯隊建設，人均創利能力增長顯著；貫徹“業

績是文化副產品”的理念，持之以恆進行文化建設，發揮文化的無形戰鬥力；加快互聯網

金融佈局，與澳門互聯網支付平台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建立全面質量管理體系，持續提升

風險管控能力。 

 

本行堅持“回饋社會”的價值使命，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為澳門經濟發展積極貢獻力量。

近年來納稅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并連續舉辦澳門十大新聞選舉、設立澳門大學獎學金，

組織員工參加公益百萬行、愛心獻血、慈善捐款等活動，積極回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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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之概要 (續) 

 

上述成績的取得離不開境內外政府、監管機構、廣大客戶和投資者、金融界同仁和社會各

界人士的長期信任和鼎力支持。在此，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關心支持及推動本行發展的各

界人士致以最誠摯的感謝。 

 

2017 年，內外部經營環境依舊不容樂觀，本行將在董事會的強有力領導下，繼續深化改

革，積極謀求轉型創新升級，以“輕型銀行”為發展目標，堅持走內涵式發展之路，同時

牢固樹立“大灣區”市場定位，深耕粵港澳，加大創新力度，探索特色經營，積極對接澳

門政府特色金融平台戰略，加快互聯網金融佈局。此外，本行將繼續全力打造四大核心競

爭優勢，並在依法合規的前提下實現規模、效益、質量的協調發展，持續為澳門經濟社會

發展貢獻力量，爲廣大客户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服務，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為員工提

供更好的發展機會和福利待遇，為促進澳門金融體系的穩健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董事會謹向各股東公告，本銀行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溢利之分配辦法如下： 

 

  澳 門 幣 

本銀行除稅後之溢利  1,163,737,243 

上年度盈餘滾存  167 

全部可供分配之溢利  1,163,737,410 

撥入法定儲備金   (232,747,449) 

撥入普通儲備金  (581,868,788) 

擬派股息  (349,121,173) 

保留盈餘金額  - 

 

 

承董事會命 

 

呂耀明 

董事長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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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意見 

 

根據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三十五條第一款 f 項的規定，本會必須查證

董事會提交之賬目的真實及公正性。 

 

為此，本會已查閱本銀行二零一六年度之董事會報告，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之財務報表，以及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發表有關本行賬

目能真實及公正地反映本銀行財政狀況的核數師報告書。 

 

基於上述審查的結果，本會認為董事會提交之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適合提交股東會平常

會議審批。 

 

 

 

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長 

 

 

 

 

李輝明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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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貴銀行」)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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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

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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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的賬冊和記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全體股東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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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了貴銀行截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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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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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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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的賬冊和

記錄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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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佩萍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http://www.imprensa.macau.gov.mo/isapi/go.asp?d=rega-23-2004cn#na
http://www.imprensa.macau.gov.mo/isapi/go.asp?d=despsef-68-2004cn#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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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情況 
 

本行持有超過有關資本 5%或超過自有資金 5%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無 

股東情況 
 

主要股東 

廈門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 

 

公司機關據位人         

董事會  

董 事 長：   呂耀明  

執行董事：   焦雲迪 

             陳偉成 

董    事：   翁若同  

章德春 

   龐   鴻 

     馬志剛 

     莊麗晶 

     崔世平 

     梁永本 

     馮浪平 

      

執行委員會 

主  席 ：    呂耀明 

成  員 ：    焦雲迪 

             陳偉成 

             龐   鴻 

             崔世平 

 

股東大會主席團 

主  席 ： 呂耀明 

秘  書 ： 梁月仙 

 

監事會 

監 事 長： 李輝明 

成   員 ： 鄒志明 

             黃慧斌 

             呂聯苗 

 

公司秘書： 梁月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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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二零一六年度本行董事會下設之專門委員會作出部分調整，調整後，下設之專門委

員會為風險管理委員會、提名及薪酬委員會，增加戰略委員會及關聯交易控制及審

計委員會，而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則不再向董事會報告。 

 

（一）戰略委員會 

 

主席：呂耀明董事長 

委員：翁若同董事、龐鴻董事、崔世平獨立董事、焦雲迪總經理 

 

戰略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1. 研究並擬訂本行發展戰略、經營目標、風險管理戰略、資本管理戰略和中長期發展規

劃的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2. 對戰略實施過程進行檢查和評估，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3. 根據經營環境的變化，提出戰略調整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4. 對高級管理層提出的實施規劃提出意見和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5. 定期評估並提出完善本行公司治理狀況的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6. 檢查本行年度經營計劃、重大投資計劃的執行情況，對本行重大投資事項提出建議，

報董事會審議； 

 

7. 對協調相關委員會及全行人力資本、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和流程、資本和機構規劃等

與全行發展戰略的一致性和統一性提出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8. 制訂本委員會年度工作計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職責範圍內的事項，並定期向董事會

報告本委員會工作情況； 

 

9. 對本委員會職責及議事規則提出修改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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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續) 

 

10. 董事會擬審議事項屬於本委員會職能範圍內的，由本委員會事先審議提出意見，並將

相關議案及審議結果提交董事會審議； 

 

11.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項。 

 

（二）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席：焦雲迪總經理 

委員：馬志剛董事、梁永本獨立董事、吳江寧風險管理部副總經理。 

 

風險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1. 根據國際、國內的經濟金融形勢或政策法規的變化及銀行業務發展的需要，研究幷適

時向董事會提出調整本行風險管理方針、政策的建議； 

 

2. 對本行在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法律風險、聲譽風險、科技

風險、國別風險等方面的內部控制情况進行檢查、監測，幷對本行風險管理狀况、風

險管理能力及水平進行定期評估，研究幷適時向董事會提出調整本行風險管理方針、

政策的建議； 

 

3. 對本行內部稽核部門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效果進行評價，向董事會提出完善本行風險管

理和內部控制的建議； 

 

4. 研究擬訂本行關於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基本政策的建議，檢查本行風險管控方針政策

的完備性、有效性，報董事會審議； 

 

5. 瞭解本行採用的風險評估方法、模型及其假設前提，審核風險評估結果； 

 

6. 研究幷向董事會提出健全和完善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的有關建議，以促進本行信用風險

識別和控制水平的不斷提高； 

 

7. 審議需提交董事會審批的有關資本管理的方針、政策和程序等重大問題或方案，向董

事會提出建議意見；幷就本行資本充足率信息披露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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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續) 

 

8. 制訂本委員會年度工作計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職責範圍內的事項，幷定期向董事會

報告本委員會工作情况； 

 

9. 對本委員會職責及議事規則提出修改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10. 董事會擬審議事項屬本委員會職能範圍內的，由本委員會事先審議提出意見，幷將相

關議案及審議結果提交董事會審議； 

 

11.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項。 

 

（三）提名及薪酬委員會 

 

主席：章徳春董事 

委員：崔世平獨立董事、梁永本獨立董事 

 

提名及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1. 對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進行年度審查，並根據本行戰略規劃、經營活動情況、

資產規模和股權結構對董事會的規模和構成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2.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本行章程的有關規定，開展以下工作： 

（1）對提名董事候選人的簡歷、基本情況、任職資格和條件進行審核，報董事會審議； 

（2）負責提名董事會秘書人選，報董事會審議； 

（3）對本行首席審計官、董事會各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及負責人的任職資格和條件進

行審核，報董事會審議； 

（4）對由董事會任免的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和條件進行審核，報董事會審議。 

 

3. 研究擬訂本行薪酬管理基本策略的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4. 研究擬訂本行董事報酬和津貼標準的建議，以及董事履職評價辦法，並提出對董事的

履職評價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5. 研究擬訂對董事會任免的高級管理人員的考核辦法和薪酬方案建議，並提出對上述人

員考核評價的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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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續) 

 

6. 制定本委員會年度工作計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職責範圍內的事項，並定期向董事會

報告本委員會工作情況； 

 

7. 對本委員會職責及議事規則提出修改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8. 董事會擬審議事項屬於本委員會職能範圍內的，由本委員會事先審議，並將相關議案

及審議結果提交董事會審議； 

 

9.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項。 

 

（四） 關聯交易控制及審計委員會 

 

主席：陳偉成副總經理 

委員：莊麗晶董事、梁永本獨立董事、馮浪平資訊科技部總經理 

 

關聯交易控制及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1. 研究並擬定本行關聯交易管理制度，報董事會審議； 

 

2. 一般關聯交易按照本行內部審批權限和程序審批，逐筆報本委員會備案。風險管理部

每月初五個工作日內匯總上月一般關聯交易審批情況，報告本委員會； 

 

3. 審核需提交董事會審議批准的重大關聯交易，報董事會審議； 

 

4. 審核確認本行關聯方名單，並及時向董事會、監事會、本行相關職能部門公佈經確認

的關聯方名單； 

 

5. 對本行關聯交易的控制情況，以及本行董事、行政管理人員、關聯人執行本行關聯交

易控制制度的情況進行監測，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意見； 

 

6. 對本行的會計政策、財務狀況和財務報告程序、本行風險及合規狀況進行監測，並向

董事會提出建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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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續) 

 

7. 審核本行年度審計報告，並就審計後的財務報告資訊的真實性、完整性和準確性提出

建議意見，報董事會審議； 

 

8. 審核本行內部中長期稽核規劃、年度稽核工作計劃和內部稽核體系、內部稽核預算、

內部稽核人員薪酬，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意見； 

 

9. 對內部稽核部門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效果提出評價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10. 聽取監督管理機構向本行出具的監管通報，審議關於本行整改情況的報告； 

 

11. 審核對非董事的行政管理層的離任審計報告，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意見； 

 

12. 對外部審計機構工作進行評價，對外部審計機構的聘請及更換提出建議，報董事會審

議； 

 

13. 制定本委員會年度工作計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職責範圍內的事項，並定期向董事會

報告本委員會工作情況； 

 

14. 對本委員會職責及議事規則提出修改建議，報董事會審議； 

 

15. 董事會擬審議事項屬於本委員會職能範圍內的，由本委員會事先審議，並將相關議案

及審議結果提交董事會審議； 

 

16.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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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 9,233,235 

- 已付澳門所得稅項 (38,688) 

- 已付中國大陸預提稅項 (30,244) 

- 收回中國大陸預提稅項 53,037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9,217,340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已收股息 3,371 

- 購買物業及設備 (26,016) 

- 處置物業及設備 5 

- 購買存款證 (16,439,797) 

- 購買政府債券 (1,790,008) 

- 購買其他投資 (16,078,693) 

- 贖回政府債券 1,950,000 

- 贖回其他投資 4,848,355 

- 出售存款證 12,713,446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4,819,3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601,997)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133,125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5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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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用於編製本財務報表之主要會計政策詳列如下。除另外說明，有關政策已符合一致性採納

於本財政報表所列示之財務期間內。 

 

(a) 編製基準 

 

本行財務報表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頒佈的第

25/2005 號行政法規所載的財務報告準則 ( 下稱 【澳門財務報告準則】 ) 編

製。 

 

除交易性投資外,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根據 【澳門財務報告準則】要求， 編製財務報表的部分基礎須使用若干關

鍵會計估計。同時亦要求銀行董事對本行應用的會計政策之合適性作出判

斷。相關涉及較高程度之判斷或複雜的關鍵假設及會計估計已載於下文。 

 

(b) 收入之確認 

 

(i)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均按照實際利率法確認在損益帳內。貸款發生減值時，該貸款賬面

價值減記至按該貸款原實際利率折現確定的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餘額，並

繼續按實際利率法確認利息收入。已減值貸款的利息收入，按確定減值損失

時對未來現金流量進行折現採用的折現率作為利率進行計算。 

 

(ii)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一般於服務提供期間以應計方式確認。 

 

本行與其他參貸者保留相同實際利率的銀團貸款組合於銀團貸款安排批核完

成時確認。財富管理費和客戶證券業務買賣、基金投資、保險及其他代理財

業務所收取之佣金於提供服務期間確認。 

 

(iii)  股息收入 

於收取股息的權利確立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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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b)  收入之確認 (續) 

 

(iv)      股票 / 外匯掛勾之債券及沽出期權收入 

為對沖客戶股票 / 外匯投資而購入之股票 / 外匯掛勾債券的票面利息包含

兩種元素：(1) 內在債券利息及 (2) 銀行所賣出內嵌的認沽期權金。債券的內

在利息是按同等貨幣、相約期限及金額的香港同業拆息計算並確認於損益表

內。期權金收益是以債券的票面息率與內在息率的差異計算，期權金收益將

按債券期限於損益表中 “財資業務及買賣投資淨收益”項目內攤銷。 

       

用作為對沖客戶股票/外匯存款而獨立賣出的認沽期權金收益將按期權合約

的期限於損益表中的“財資業務及買賣投資淨收益”項目中攤銷。 

 

(c) 股票 / 外匯掛勾之客戶投資費用 

 

支付予客戶股票 / 外匯掛勾投資的票面利息包含兩種元素：(1) 內在定期存款

利息及 (2) 客戶所賣出內嵌的認沽期權金。內在定期利息支出是按一般香港

銀行所提供的同等貨幣，相約期限及金額的定期存款利率作計算。支付客戶

的期權金是該掛勾存款票面息率與內在定期存款息率的差額計算。期權金支

出按投資合約期限於損益表中 “財資業務及買賣投資淨收益”項目內攤銷。 

 

(d) 呆壞帳準備金 

 

本行內設有五級貸款分類系統，參照對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及本金及 / 或利息

收回的可能性之評估作為貸款分類的基礎。同時亦會考慮本金及 / 或利息逾

期償還的情況。 

 

董事根據對貸款本金或利息最終能否收回的評估而在有關的基礎上增提準備

金。特別準備金是遵循“澳門金融管理局”有關貸款呆壞帳撥備的要求而提

取，並根據上述貸款分類，董事對有關貸款的潛在損失進行評估，然後將貸

款餘額減除抵押品價值後的淨收回價值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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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d) 呆壞帳準備金 ( 續 ) 

 

除特定準備金外，本銀行亦會提撥貸款一般準備金。特定及一般準備金會從

資產負債表中的“客戶貸款及放款”結餘中扣除。對於回收無望之貸款，有

關貸款餘額將根據銀行董事之批准予以撇帳。 

 

(e) 外幣折算 

 

(i)   功能及呈列貨幣 

財務報表中所載項目乃採用本行經營的主要經濟環境中所使用的貨幣（功能

貨幣）計量。本行的財務報表以澳門幣作為呈列貨幣，即澳門幣為本行的功

能及呈列貨幣。 

 

(ii)   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均按交易當日的匯率折算為功能貨幣。結算有關交易及按年終匯率

換算以外幣計值的貨幣資產與負債產生的匯兌收益及虧損均於收益表確認。 

 

(f)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列帳。 

 

倘租賃物業之土地及房產兩部分之成本能於租賃訂立時可靠地分配，租賃土

地部分會列作經營租賃。就租賃土地所付的溢價金或其他付款，按直線法於

租期內在收益表支銷。 租賃土地如須減值, 有關減值損失亦會於收益表支銷。 

 

僅在與該項資產相關之未來經濟效益有可能歸於本行及可靠地計算出項目成

本之情況下，其後成本會包括於資產帳面值或確認為另立之資產 (如適用)； 

而替換部分的帳面值則自相關資產撇除。所有其他維修費及保養費於其產生

的財務期內於收益表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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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f) 固定資產 ( 續 ) 

 

固定資產的折舊是以直線法按下述估計可使用期限，將其成本攤銷至其預計

剩餘價值： 

 

      永久業權土地                    無須折舊 

租賃土地及樓宇     50 年 

傢俬、裝修及辦事處設備 5 至 6 年 

電腦設備 - 硬件 4 年 

- 軟件   3 年 

汽車   5 年 

 

資産之剩餘價值及可使用年限已於每個資産負債表日審閱，並已於適當情況

下作出調整。 

 

倘某資產帳面值大於其估計可收回金額時，則該資產的帳面值將即時減值至

其可收回金額。 

 

出售資產之收益或虧損指出售所得淨額與相關資產帳面值之差額，並列入損

益表帳內。 

 

(g) 政府債券 

 

政府債券為“澳門金融管理局”發行有到期日及本行有明確意向及有能力持

至到期日之債券。此類債券乃按成本值減除非短期性跌價準備列帳，並就購買

時之溢價或折讓按贖回年期作出攤銷而調整。 購入的政府債券按照實際利率

法所產生之收入列作利息收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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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h) 存款證 

 

存款證為非上市證券。對於本行有明確意向及有能力持至到期日之存款證按下

述持至到期投資的會計政策處理。其餘之存款證按下述其他投資的會計政策處

理。 購入的存款證所產生之收入按照實際利率法列作利息收入項目。 

 

(i) 投資 

 

(i) 持至到期投資 

持至到期投資包括債務證券是指本行有明確意向及有能力持至到期日之債務

證券投資。 持有上市及非上市債務證券按成本值減除非短期性跌價準備列

帳，並就購買時之溢價或折讓按贖回年期作出攤銷而調整。 若本行預期不可

收回所有帳面值，將會提撥跌價準備並於損益帳內支銷。 購入的債務證券產

生之溢價或折讓之攤銷按照實際利率法列作利息收入項目。 

 

(ii) 持作買賣投資 

持作買賣投資包括股票及債務證券，指為了從價格或回報率的短期波動所賺

取的溢利而購入之投資。持作買賣的股票及債務證券投資按成本值或結算日

市值兩者中較低者列帳。為持作買賣投資市價低於帳面值之差額所作的未實

現虧損會於損益表內反映，並列入“財資業務及買賣投資淨損益”項下。 

  

(iii) 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是指不被列作持至到期或持作買賣的投資。 其他投資按成本值減除

非短期性跌價準備列帳，購買時之溢價或折讓按贖回年期作出攤銷而調整。

若本行預期不可收回所有帳面值，將會提撥跌價準備並於損益帳內支銷。購

入的其他投資產生之溢價或折讓之攤銷按照實際利率法列作利息收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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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j) 當期及遞延稅項 

 

所得稅費用包括當期及遞延稅項。除了將與直接計入股東權益的交易或者事

項有關的所得稅影響計入股東權益外，當期所得稅費用和遞延所得稅變動計

入當期損益。 

 

本行的當期稅項支出是採用澳門 (為本行所處的經營地及應課稅收入的來源

地) 在結算日前已頒佈或實質頒佈之課稅率計算。銀行董事會定期對詮釋存

在意見不一的稅務條例而導致須繳付額外稅款的可能性作出評估。如有需

要，會就預計須支付給澳門財政會的稅款，作出撥備。 

 

遞延稅項採用負債法就資產負債之稅基與其在財務報表之帳面值之短暫時差

作全數撥備。 遞延稅項需在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確立後計算並採用在結算

日前已頒佈或實質頒佈之課稅率釐定。 

 

遞延稅項資產乃就未來可能出現之應課稅溢利與可動用之短暫時差抵銷而確

認。 

 

(k) 經營性租賃 

 

出租人如持有該資產所得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的租約屬營業性租賃。就經

營性租賃作出的付款（扣除出租人給予的任何優惠）按直線法於租期內在收

益表支銷。 

 

(l) 無形資産 

 

無形資産項下爲一間終身高爾夫球會會籍，按購買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計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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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m) 撥備 

 

倘本行須就過去事項承擔現有法律或推定責任，而有可能導致有經濟利益的

資源流出以履行該責任，並能可靠地估計相關金額，本行會為此責任確認撥

備。未來經營虧損不會予以撥備確認。 

 

如出現多項類似責任，銀行董事會以同類責任的整體性釐定其會否導致有經

濟利益的資源流出以履行責任。即使同類別責任中任何一項可能導致有經濟

利益的資源流出的機會不大，仍會確認撥備。 

 

(n)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編製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自購入日期起三個月內到期

的結餘，包括現金、存放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及政府債券。 

 

(o)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是指本行按回購協議先賣出再按固定日期和價格進行回購

的債券所融入的資金。由於本行仍保留債券的主要風險和收益，因此賣出回

購對應的債券仍在資產負債表中予以確認。 對於交易對手的債務在“賣出回

購金融資產”中列示，相應債券作為該債務之抵押。協議期間債券之所有權

轉至交易對手，交易對手並無出售或再抵押之限制。 該類債券在資產負債表

中以攤余成本列示。 

 

賣出回購金融資產的買賣價差在相關交易期間以實際利率法攤銷。 

 

(p) 資產負債表外金融工具 

 

資產負債表外的金融工具包括衍生工具，是由本行在外匯、利率、股票及其

他市場進行期貨、遠期、期權及掉期交易而產生。 此等金融工具的會計處理

要視乎交易用作買賣用途或對沖風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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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p) 資產負債表外金融工具 ( 續 ) 

 

本行每當進行一筆衍生工具合約交易的時候，本行會決定相當的衍生工具交

易為對沖目的。 要使該等衍生工具符合對沖用途，該衍生工具必須在合約

成立時能有效地減低現有或預期相關資產或負債因價格或利率變動所引致的

市場風險。衍生工具用作減低因與客戶交易所引起的市場風險亦歸入對沖交

易。用作對沖的交易是以其對沖的資產、負債或持倉淨額以相同之基準計

值。 任何損益均以相關資產、負債或持倉淨額所引起損益的相同基準確

認。 

 

若衍生金融工具並不符合上述有關對沖風險的要求，該衍生金融工具會被視

作買賣用途。 交易性外匯衍生工具合約會以資產負債表日之匯率作出計

值。 未變現之盈利將確認在其他資產內而未變現之虧損將確認在其他負債

內。 

 

(q) 資產減值 

 

未能確定可使用年期之資產不會予以攤銷，而於每年檢視其減值。如因某些

事故或情況改變而顯示帳面值未能收回，銀行董事會對其減值需要作出評

估。同樣地，如因某些事故或情況改變而顯示帳面值未能收回，予以攤銷之

資產亦需評估其減值。若資產之帳面值超過其可收回價值，其部分將被確認

為減值損失。可收回價值指該資產之公允價值減去變賣成本及其使用價值之

較高者。在評估減值時，資產會在最低層次上歸類，且有獨立可確認之現金

流量 (現金產生單位)。 

 

(r) 應付債券 

 

應付債券以公允價值初始計量，相關交易費用在其到期期限內進行攤銷。利

息支出按照實際利率法列作利息支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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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s) 職工薪酬 

 

定額供款計劃，指本行根據協議規定向公共養老保險計劃供款，除此以外本

行並無其他付款義務。相關供款在到期時確認為職工薪酬。上述繳納的費用

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計入當期損益。 

 

(t) 股息分派 

 

於結算日後才建議或宣佈派發之股息應披露為結算日後事項，並不會在結算

日時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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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計評估及假設 

本行就下個財政年度導致資產及負債帳面值作出評估及假設，評估及判斷不斷按過往經驗

及其他因素評核並以此為基準，包括相信於有關情況屬合理的日後事項預期。 

 

(a) 所得稅 

 

本行須繳納多個司法權區之所得稅，決定本行於世界各地的所得稅撥備時，須作出重大評

估。在日常業務中有若干交易及計算的最終稅項存在不確定性。本行預計稅務確認負債時

是根據有否額外稅項到期之評估。倘最終稅務結果與入帳款額有別，差額將影響作出決定

期間所得稅及遞延稅項撥備。 

 

(b) 貸款呆壞帳準備金 

 

銀行董事會對為貸款組合設立的特別及一般準備金作出定期評估。準備金的提撥是參考

“澳門金融管理局”對有關貸款呆壞帳撥備的要求及董事對有關貸款的潛在損失進行評估

之貸款分類結果而釐定。當董事對貸款回收抱有懷疑又不能全面掌握有關客戶的財務狀況

資料時，董事會於年底作出判斷以估計所需之撥備。如最終回收之金額與估計收回之金額

有差異，差額及相應稅項費用會於下一年度的財務報表中反映。 

 

(c)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允價 

 

根據本行的會計政策，內含權期合約而持作買賣之投資是以成本與公允價的低者計量。此

類持作買賣而沒有活躍市場成交的投資是以交易對手報價或內部模型作為估值基礎。持作

買賣投資之公允價估值涉及若干參數假設，參數的假設可能對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允價估值

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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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事項 (不包括衍生品交易) 

 

擔保及承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貸款承諾 83,903,766 

開出信用證 2,688,467 

保證書 1,092,436 

承兌匯票 9 

 87,684,678 

衍生品交易 

 

衍生品交易之合同金額按類別如下：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遠期合約 39,598,822 

利率掉期合約 - 

貨幣期權及其他 5,135 

 39,603,957 

 

根據 Notice. 011/2015-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六年末本行匯率合同加權後的信用風險為

澳門幣 246,44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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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集團公司及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本行作為一家澳門當地的信用機構，遵從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對關聯交易進行監管，

防範關聯交易風險，促進銀行安全穩健地發展。本行制定了《澳門國際銀行關聯交易管理

辦法》確保關聯交易符合前述法例規定，符合誠信及公允原則。 

 

本行於本年度與集團公司及有關連人士訂立了下列的重大交易或結餘，並已在財務報表中

其他部份列示。以下關聯交易均以不優於對非關聯方同類交易的條件進行。 

(a)  包括於以下資産負債表帳項爲與集團公司之結餘：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存放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 608 

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之可贖回浮息存款證 3,860,296 

其他資産 47,196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9,240,656 

客戶存款  404,241 

其他負債 130,276 

  

(b) 年內，本行與集團公司之間的收入及支出如下：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從浮息存款證、存放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利息

收入 60,746 

予客戶存款及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之利息支出 (148,901) 

安排費–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之浮息存

款證 
11,995 

支付控股公司之管理費 

支付控股公司之房屋租金費用 

(9,270)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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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集團公司及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續) 

 

 (c) 與有關連人士之餘額／交易：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客戶存款 30,601 

利息支出 1,770 

其他負債 1,213 

其他資產 1,380 

員工股份 (附註) 137,299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持有澳門幣 64,106,850,000 元由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所開出備用信用證的客戶貸款及放款（二零一五年：澳門幣 42,208,880,000 元）。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員工股份在本行普通股中的佔比為 2.5%（二零一五年：

2.5%）。 

 

控股公司 

 

控股公司爲廈門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其持本行股佔比 49%)，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它

是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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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 

 

本行資本管理貫穿經營管理全過程，與本行戰略規劃、風險管理、資產負債管理、預算管

理等緊密結合。 

 

基於本行董事會對資本充足率管理的決策，在滿足“澳門金融管理局”對資本充足率監管

要求的前提下，優化資本配置，加快業務結構調整，降低資產的資本占用量，實現風險與

收益對價，達到風險調整後的資本收益最大化。 

 

本行的資本管理包含以下內容：明確董事會、高級管理層、銀行各組織與部門在資本管理

的角色和職責分工；建立和完善風險管理框架，對風險進行識別、計量、監測、緩釋和控

制，確保資本水準與面臨的主要風險及風險管理水準相適應，確保資本管理規劃與經營狀

況、風險變化和中長期發展規劃相匹配；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資本管理相關規定中關

於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對資本充足率進行計算、分析，加強對日常資本管理的監測和報告，

定期對資本運用情況、資本水準和主要影響因素的變化趨勢進行檢查；通過制定資本規劃，

建立配套的資本補充機制，籌集本行經營戰略規劃所需要的資本，支援本行業務的可持續

發展；資訊披露方面，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關於《財務訊息披露指引》的要求進行披

露。 

 

本行二零一六年末之核心資本金如下：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股本  

 

     

2,610,000 

股本溢利  1,771,859 

法定儲備及其他儲備  1,934,955 

保留溢利  - 

  6,316,814 

 

根據 Notice No.012/93-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六年末本行核心資本金為澳門幣 63.17 億，

自有資金總額為澳門幣 81.06 億。 

 

根據 Notice No.011/2015-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六年末本行的資本充足率為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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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 

 

1. 逾期貸款及準備金提撥 
 

逾期貸款是指貸款在指定到期日或在寬限期屆滿後未能償還約定的供款額或應付利

息或到期本金。 

 

任何貸款(包括本金或利息)逾期超過三個月未還款便歸為呆/壞帳。 

 

本行準備金的提撥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有關貸款呆壞帳撥備的要求及本行對有

關貸款的潛在損失進行評估之貸款分類結果而釐定，具體計提方法闡述如下： 

 

(1) 特別準備金的計提原則 

 

特別準備金是遵循“澳門金融管理局”有關貸款呆壞帳撥備的要求而提取，主要是根

據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及本金及 / 或利息收回的可能性，對貸款的潛在損失作出評估

後進行計提，特别準備金會從資產負債表中的“客戶貸款及放款”結餘中扣除。 

 

(2) 一般準備金的計提原則 

 

一般準備金主要按未提取特別準備金的貸款連同已記入收益帳的應收利息結餘，以及

或有負債季/年末結餘的總和的 1%計提一般準備金。屬於關注類的貸款及或有負債結

餘，增提 1%的一般準備金。 

 

(3) 特殊調整 

 

除根據上述原則計提準備金之外，每季度以香港金融管理局對貸款五級分類提取準備金

的要求，驗算本行所提準備金的足夠性，若兩者的要求有差異時，從嚴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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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 (續) 

 

2. 信用風險管理政策 
 

本行信用風險管理遵循合規性、前瞻性、實時性原則。對風險的識別、計量、監測和

控制貫穿於全過程。信用風險管理的目標是通過將信用風險控制在銀行可以承受的合

理範圍內,實現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的最大化。 

 

本行設置科學合理的信用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實現單筆授信業務處理的前、中、後台的

分制,以及對整體授信業務管理的分層管理、分層授權模式,通過科學合理的組織設計,

實現內部的有效溝通與制衡,以及系統的內部檢查和稽核,實現對信用風險的事前防範

和實時監控。 

當出現可能承受之風險時,本行採取以下的風險對策: 

  

(1). 風險迴避 

採取迴避的方式,以避免增加或壓縮該組合風險，例如停止再發放或收回某類貸款等。 

 

(2). 風險轉移/沖抵 

採取轉移的方式,將部份或全部風險轉由第三者分擔。例如通過出售貸款、運用信用衍

生工具轉移風險,要求追加抵押品、或提供第三者擔保以沖抵部份風險,增加準備金以應

對潛在的損失風險增加等。 

 

(3). 風險補償 

提高組合定價以補償某組合損失可能增加的風險。 

 

(4). 風險控制 

常用的措施主要包括: 

 調低某類貸款的集中性風險限額,控制潛在損失於可承受範圍内。 

 收緊貸款條件(如降低貸款成數)以控制信貸風險。 

 透過與信貸客戶設定嚴格的限制條款(如財務及非財務限制條款),預防某類貸

款信用風險的變化及發生變化後帶來的衝擊。 

 

(5). 風險承擔 

在評估認爲風險處於可接受范圍內或收益與風險可以匹配等必要前提下,也可以選擇採

取承擔的方式,不採取任何措施來改變風險發生可能性,並擬接受其可能產生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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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 (續) 

 

2. 客戶貸款和墊款按地區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貸款總額   已減值貸款 

澳門  14,489,931  90,895 

香港  53,435,824  73,126 

中國  5,623,646  6,180 

其他地區  21,267,062  - 

合計  94,816,463  170,201 

 

3. 本行債券及股權投資按地區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   1,300,308  

香港   2,292,715  

中國   8,162,401  

其他地區   9,587,806  

合計   21,343,230  

 

4. 客戶貸款和墊款按行業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貸款總額  已減值貸款 

製造業  4,023,072  43,749 

電力、燃氣及供水  355,503  - 

建設與公共工程  744,954  - 

批發與零售業  41,229,332  33,627 

酒店餐飲及相關行業  336,845  - 

交通、倉儲及通訊  478,645  71,667 

個人住房貸款  3,565,516  - 

個人其他貸款  7,021,981  10,300 

其他  37,060,615  10,858 

合計  94,816,463  1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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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風險 (續) 

 

5. 下表為本行的主要資產與負債於資產負債表日根據相關剩餘到期日的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即期 一個月以內 

一個月以上

三個月以內 

三個月以上

一年以內 一年以上 

無固定 

期限 合計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對客戶的貸款        -       7,721,204    10,684,028    45,727,708   25,773,556     4,909,967    94,816,463  

現金及存放銀行同業   5,540,697     -  5,144,991                       -         97,850     1,152,747  11,936,285  

存款證           -              -              -    1,404,575       2,455,722              -      3,860,297  

AMCM 所發證券         -     -   400,000     900,000           -              -      1,300,000  

其他證券          -       290,285   61,286     1,138,676  14,687,776    4,910     16,182,933  

負債 即期 一個月以內 

一個月以上

三個月以內 

三個月以上

一年以內 一年以上 

無固定 

期限 合計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銀行同業存款    838,709     790,453     2,806,836  633,762      278,100  -  5,347,860  

政府公共實體部門存款       610     2,427,946     3,772,046   10,794,550           -    -   16,995,152  

控股及聯營公司存款   81,306     5,360,380    35,943  3,764,107             -    -  9,241,736  

非銀行類客戶存款 14,397,172   19,585,987   27,954,354  25,284,018     214,560  -  87,436,091  

債券借款          -              -             -             -      520,150  -     520,150  

 

6. 逾期資產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超過三個月 超過六個月 

超過一年 占總貸款 但未超過六個月 但未超過一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比例 

     

非銀行客戶貸款 60,783 66,621 143,050 0.28%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逾期抵押物價值為澳門幣 719,173,371 元，特別準備

金為澳門幣 105,026,9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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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由於金融市場上各種價格的變動，令銀行的表內及表外業務出現損失的風

險。市場風險存在於銀行的交易和非交易業務中。本行市場風險管理目標是通過將市場風

險控制在銀行可以承受的合理範圍內，並定期向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報告各項風險的情

況，除結合外圍經濟和金融同業的風險變化外，亦根據本行的風險承受能力評估我行能對

抗的市場風險，適時決策調整風險結構，實現經風險調整的收益率的最大化。 

 

1. 利率風險 

截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定息票據投資餘額澳門幣 161.66 億，平均年期 3.29

年。 

 

2. 股權風險 

截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權直接投資額為澳門幣 491 萬，為非上市股權投資。 

 

3. 匯率風險 

截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以美元、港元、人民幣計價的投資佔總投資分別為

84.39%、0.08%、9.44%（其餘為澳門幣投資）。 

 

4. 商品風險 

本行暫無商品風險曝露。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由於銀行資產和負債之利率重訂日期出現錯配，或因不同之計息基準，導致利

率出現變動時或不同計息基準之變動出現差異時，銀行資產負債出現公允價值變動，或未

來利差收入改變所產生虧損之風險。利率風險分為四部份： 

 

1. 利率重訂風險：指銀行的利率重訂缺口，或是不同類型的資產和負債對利率變動的敏

感性不一致性，在市場利率波動的情況下，對銀行造成損失的風險。 

 

2. 利率基準風險：指銀行的資產及負債使用不同的利率作為重訂息率的基準，在不同的

利率基準出現不同的變動時，對銀行造成損失的風險。 

 

3. 利率曲線風險：指銀行資產及利率重訂缺口，在利率曲線出現變動，即不同年期的利

率出現不同的變動幅度，甚至是反方向的變動時，對銀行造成損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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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續) 

 

4. 期權性風險：指銀行的資產、負債和表外業務所隠含的期權風險，若利率變動對存款

人或借款人有利，存款人就權選擇重新安排存款，借款人有權選擇重新安排貸款，從

而對銀行造成損失的風險。 

本行根據《澳門國際銀行利率風險管理辦法》監測、分析、管理利率風險，通過合理調整

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業務的利率，重新定價期限結構以及合理運用利率衍生工具，控制

利率風險在銀行可承擔的範圍；結合對利率走勢的研判，適時調整各類業務定價方式與

定價水準，運用內部資金轉移機制，引導業務經營，降低利率風險對銀行的不利影響。 

 

操作風險 

本行的操作風險管理工作是識別、評估、監測和控制操作風險的過程。本行本著操作事故

零容忍的原則，通過加強操作風險管理，將操作風險控制在本行可以承受的合理範圍內。 

在制度體系層面，本行以《澳門國際銀行操作風險管理政策》為操作風險管理總綱，通過

規範操作風險的定義及識別方式，細化操作風險管理的組織架構與職責，明確操作風險管

理的基本原則，建立了全行操作風險管理的整體框架。在該制度的引領下，銀行在操作事

故的發現環節、報告要求、處理方式制定了詳細具體的規定；在操作風險的總體識別和量

化方面，本行建立了操作風險報告機制及關鍵風險管理指標（KRI）體系，定期收集數據，

以做到有效分析本行操作風險的變動狀况，並針對不同的風險特性採取及時的風險管理手

段和風險控制措施。 

在制度執行層面，本行對操作風險十分重視，通過通報、培訓、宣講等方式，在本行內形

成風險管理人人有責、堅守依法合規高壓綫和職業道德底綫預防爲主的操作風險管理文

化。對操作事故，本行及時有效進行跟進解决，嚴格問責，並在此基礎上舉一反三，研究

防範相關風險的對策。 

 

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是指銀行的外匯頭寸受到外匯市場匯價波動的影響所造成的損失風險。本行每年

均根據政策要求通過管理層和專業委員會評定額度規模和止損限額，日常致力於維護本行

各項幣別頭寸的正常穩定，提升匯率風險的管理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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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 (續) 

 

本行業務幣種主要以美元、港元和澳門元為主，在聯繫匯率機制下，匯率波動風險影響相

對可控，隨著人民幣市場化、國際化進程加快，本行人民幣有所發展，人民幣的波動水平

亦正在提高，本行將致力於控制市場匯率波動對我行資產負債結構的影響。 

 

本行截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澳門幣以外其他貨幣的長/(短)倉淨額情況如下：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港元 8,929,890 

 美元 7,469,984 

 人民幣 (38,680) 

 其他貨幣 166 

   

按貨幣分類並高於或等於外匯風險總額 10%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美元  

 現貨資產  77,721,991 

 現貨負債  (31,892,278) 

 遠期買入  944,556 

 遠期賣出  (39,304,285) 

 美元長 / (短 )倉淨額  7,469,984 

   

 二零一六年 

 澳門幣千元 

    港元   

    現貨資產  31,991,742 

    現貨負債  (60,163,132) 

    遠期買入  38,321,176 

    遠期賣出  (1,219,896) 

    港元長 / (短 )倉淨額  8,92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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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是指雖然有清償能力，但無法及時獲得充足資金或無法以合理成本及時獲得充

足資金以應對資產增長或支付到期債務的風險。流動性風險是因資產與負債的金額和到期

日錯配而產生。本行根據流動性風險管理政策對現金流進行日常監控，並確保維持適量的

高流動性資產。該項管理與監控由計劃財務部及風險管理部具體負責，並置於資產負債管

理委員會的監督之下。 

 

根據 AMCM 的相關規定，本行對流動性各項指標進行監控，詳情如下： 

1. 二零一六年度本行需要持有的每週最低現金持有量之算術平均值為澳門幣 15.80 億；本

銀行實際持有每週現金持有量之算術平均值為澳門幣 32.28 億； 

2. 二零一六年度各月末特定流動資產的算術平均值為澳門幣 352.43 億，占總負債的平均

比例為 40.69%； 

3. 二零一六年度各月最後一周的一個月流動性比率的算術平均值為 37.43%； 

4. 二零一六年度各月最後一周的三個月流動性比率的算術平均值為 40.35%。 

 

其他信息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有澳門幣 10.78 億賬面淨值之企業證券投資（二零一

五年為澳門幣 8.08 億）為同業負債資金之抵押品。 

 

說明 

 

於目錄中第 1, 2, 8, 9, 10, 11, 12, 13, 21 項為外部核數師經審計項目；如無特別說明，上述所

有數據均取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