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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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153,069.76   389,153,069.76 

AMCM 存款 894,784,412.14   894,784,412.14 

應收賬項 190,915,954.79   190,915,954.79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060,452,466.63   1,060,452,466.63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811,123,235.52   3,811,123,2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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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款 51,479,645,260.10 63,787,682.95 51,415,857,577.15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124,400,000.00   124,400,000.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5,102,470,095.62   5,102,470,095.62 

股票, 債券及股權 3,156,149,613.11 43,544.70 3,156,106,068.41 

債務人 239,839,050.98   239,839,050.98 

其他投資 7,362,265,086.08  7,362,265,086.08 

財務投資 4,908,809.42 154,500.00 4,754,309.42 

不動產 129,308,520.95 41,429,737.50 87,878,783.45 

設備 165,590,184.15 149,769,539.50 15,820,644.65 

開辦費用 0.00  0.00 

內部及調整賬 479,261,685.59   479,261,685.59 

總額 74,590,737,193.10 255,399,399.44 74,335,337,793.66 

   澳門幣 

負債 小結 總額 

活期存款   8,926,566,287.98   

通知存款   323,816,461.61   

定期存款   42,708,014,500.66 51,958,397,250.25 

公共機構存款   4,540,436,802.60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814,403,050.00   

外幣借款   12,682,733,963.45   

應付支票及票據   33,793,871.63   

債權人   137,145,604.97   

債券借款  520,150,000.00  

各項負債   8,927,404.44 18,737,590,697.09 

內部及調整賬         540,154,237.99 

各項風險備用金          535,744,268.45 

股本   1,280,000,000.00   

法定儲備   377,269,402.65   

其他儲備   352,614,852.00 2,009,884,254.65 

歷年營業結果   479.32   

本年營業結果   553,566,605.91 553,567,085.23 

  總額   74,335,337,793.66 
    



 

 - 3 - 
 

 地址：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47 號   Add.: Avenida Dr. Mário Soares, No. 47, Macau 電話: 2837 8977 

  傳真: 2857 8517 

網址/Website: www.lusobank.com.mo   電子郵遞\e-mail add.: lusobank@lusobank.com.mo  電傳: 88220LIBLM OM 

資產負債表 (續)   
 

   澳門幣 

備查賬     金額 

代收賬     10,353,851.65 

抵押賬    67,609,097,555.18 

保證及擔保付款   1,428,095,446.77 

信用狀    111,052,033.87 

代付保證金      

     期貨買入    20,969,520,450.36 

     期貨賣出    20,959,270,487.80 

其他備查賬     203,537,9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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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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463,911.71 資產業務收益 2,039,640,863.20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215,466,385.79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0.00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46,566,129.00 

  職員開支 178,418,884.96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119,144,501.52 

  其他人事費用 7,203,043.14 其他銀行收益 2,696,464.04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5,020,682.20 非正常業務收益 152,241.13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82,714,700.29     

其他銀行費用 71,211,627.02     

稅項 17,287,145.03     

非正常業務費用 4,399,470.13     

折舊撥款 11,449,820.72     

備用金之撥款 230,154,686.28     

營業利潤 630,342,613.20     
        

  總額 2,423,666,584.68 總額 2,423,666,5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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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342,613.20 

特別損失 9,455.21 歷年之利潤 2,245,654.84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79,055,148.00 特別利潤 42,941.08 

營業結果(盈餘) 553,566,605.91 備用金之使用 0.00 
          

  總額 632,631,209.12 總額 632,631,209.12 

 

 

 

 

總 經 理                           計 財 部 主 管 

焦雲迪                                鄧 峰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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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之概要 

 

回顧 2014 年，全球經濟復蘇態勢持續分化，主要經濟體內生增長動力不足，國際

金融市場出現較為劇烈的波動。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但改革力度增大、人民幣

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澳門面對複雜的外部經濟環境，加之新實施的種種調控政策，

經濟在經歷長時間高速發展後，已步入調整期。 

 

在董事會的強有力領導下，2014 年澳門國際銀行冷靜應對外部形勢變化，認真執

行集團發展戰略，堅定不移深化改革，大力推進創新發展。全體同事充分發揮正能

量，以沉著和智慧，有序有效推進各項工作，各項業務保持健康快速發展勢頭，取

得了令人振奮的良好業績。截至 2014 年底，存款餘額為 MOP564.99 億元，貸款餘

額為 MOP514.8 億元，較上年增幅 47.52%和 77.31%，實現稅後利潤 MOP5.54 億元，

較上年增幅 36.59%；資產質量繼續保持在優良水平。 

 

過去一年，本行在業務快速發展的同時，穩步推進各項重點工作。借慶祝成立 40

周年華誕之機，本行與長期關心本行發展的社會各界人士分享成長的喜悅；為更好

地支持粵澳兩地經濟建設，在 CEPA 政策的指引下，本行在珠海橫琴新區設立了代

表處，成為第一家獲准進駐橫琴的澳門地區銀行，也是第一家獲准進駐橫琴的外資

銀行；為順應澳門經濟的發展，滿足民眾的金融需求，本行服務網點進一步得到擴

張，開設了第十二家分行——保利達分行；本行新一代核心及配套系統經過周密部

署，亦於年底具備上線條件，為 2015年 1月正式上線奠定堅實基礎，架起了澳門國

際銀行通往科技夢想的橋樑，實現國行人多年來的夙願。 

 

上述成績的取得，得益於澳門特區政府、金融管理局、廣大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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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本行發

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展望 2015 年，全球經濟政策環境預計將較為寬鬆，隨著短期因素消退，增速將有

所加快，但分化依舊，動盪加劇仍將是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徵。中國經濟將步入新常

態的攻堅期，而澳門經濟挑戰與機遇並存，本行面臨的挑戰將更加嚴峻。新的一年，

本行將繼續秉持穩健經營的理念，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加強業務結構調

整，提高經濟效益；同時將更好地服務於澳門社會經濟的發展，爲民眾提供更加優

質高效的服務，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為員工提供更好的福利，為促進澳門金融

體系的穩健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 6 - 
 

 地址：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47 號   Add.: Avenida Dr. Mário Soares, No. 47, Macau 電話: 2837 8977 

  傳真: 2857 8517 

網址/Website: www.lusobank.com.mo   電子郵遞\e-mail add.: lusobank@lusobank.com.mo  電傳: 88220LIBLM OM 

業務報告之概要 (續) 

 

董事局謹向各股東公告，本銀行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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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566,605.91 

上年度盈餘滾存  479.32 

全部可供分配之溢利  553,567,085.23 

撥入法定儲備金  (110,713,000.00) 

撥入普通儲備金  (442,854,000.00) 

保留盈餘金額  85.23 

 

 

承董事局命 

 

呂耀明 

董事長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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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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第一款 f 項的規定，本會必須查證

董事局提交之賬目的真實及公正性。 

 

為此，本會已查閱本銀行二零一四年度之董事局報告，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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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發表有關本行賬

目能真實及公正地反映本銀行財政狀況的核數報告書。 

 

基於上述審查的結果，本會認為董事局提交之財務報表及董事局報告適合提交股東平常大

會審批。 

 

 

 

監事會主席 

葉啟明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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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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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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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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就該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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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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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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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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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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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董事：   焦雲迪 

董    事：   翁若同  

章德春 

陳偉成 

  

股東大會主席團 

主  席 ：   富成園發展有限公司(代表人: 呂耀明) 

副主席 ：   碧而朗有限公司(代表人: 蔡麗霞) 

 

監事會 

主  席 ：   葉啟明  

副主席 ：   鄒志明 

成  員 ：   黃慧斌 

 

公司秘書： 梁月仙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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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二零一四年度本行董事會下設之專門委員會為風險管理委員會、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及提

名及薪酬委員會。 

 

（一）風險管理委員會 

 

主席：呂耀明董事長 

委員： 焦雲迪總經理、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鄒志明財務副總監、吳斯亮助理總經

理、謝玉浩主管 

秘書：吳江寧署理主管 

 

風險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1. 根據法律法規的要求，借鑒有關國際慣例，結合本行的具體情況，爲銀行制訂各項風

險管理的政策、制度或指引提供意見或建議。 

 

2. 根據國際的經濟金融形勢、政策法規的變化及本行業務發展的需要，適時研究並提出

調整銀行風險管理的政策、制度和指引的建議。 

 

3. 動態監察銀行總體的風險暴露，並研究提出防範或化解風險的對策和措施。 

 

4. 督察各項風險控制制度和措施的足夠性、有效性及其貫徹執行情況。 

 

5. 落實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要求分支機構需執行的議決。 

 

6. 爲提高風險識別和控制的能力，不斷督促銀行提高科技發展水平，健全和完善風險管

理的資訊系統。 

 

（二）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主席：焦雲迪總經理 

委員：陳偉成副總經理、吳斯亮助理總經理、楊方恒主管、陸振剛署理主管、鄧峰署理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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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續) 

 

秘書：劉嘉麒助理經理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1. 根據銀行的中長期規劃，提出資產負債管理方面的實施意見。  

 

2. 根據外部環境、政策的重大變化或本行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提出調整和優化資產負

債結構及組合的意見，確保銀行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3. 建立和完善能綜合反映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狀況的指標體系及監測標準，以及時監測和

反映資產負債比例、結構和風險狀況。  

 

4. 向管理層提出資產負債管理的政策措施的諮詢意見。  

 

5. 研究分析本行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流動性風險、集中性風險等各類風險的暴露情況，

以及對上述風險類型的管理措施的足夠性，並提出相應的政策性意見。  

 

6. 適時審定和調整銀行的定價政策。  

 

7. 對專項投資建議進行審議。 

 

8. 根據資產負債管理的戰略和目標，對負債及融資業務、貸款投向與比例、投資結構、

其他資產負債各項比例等相關的重大問題頒發政策指引。 

 

9. 研究本行其他與資產負債管理相關的重要事項。 

 

（三）提名及薪酬委員會 

 

主席：章徳春董事 

委員：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黃志如人力資源副總監、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鄒

志明財務副總監、陳淑萍主管 

秘書：王達文副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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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專門委員會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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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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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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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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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 5,009,024 

- 已付澳門所得稅項 (59,776) 

- 已付中國預提稅項 (50,501) 

- 收回中國預提稅項 87 

來自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4,898,834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已收股息 1,262 

- 購買物業及設備 (8,479) 

- 處置物業及設備 5 

- 購買存款證 (13,765,965) 

- 購買政府債券 (1,747,041) 

- 購買其他投資 (4,857,449) 

- 購買持至到期證券 - 

- 贖回政府債券 1,500,000 

- 贖回其他投資 3,685,317 

- 贖回持至到期證券 - 

- 出售存款證 15,235,494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43,144  

  

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發行債券收到的現金 - 

  

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4,941,078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22,396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96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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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所應用的主要會計政策列示如下。所呈列的各年度財務報表皆一致地按

下述的會計政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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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持作買賣投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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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要求管理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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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業務收益 

(i)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均按照實際利率方法確認在損益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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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服務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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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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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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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d) 呆壞帳準備金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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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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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及設備 

 

物業及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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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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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f) 物業及設備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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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及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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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宇     50 年 

傢俬、裝修及辦事處設備 5 至 6 年 

電腦設備 - 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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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購入為債務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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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作利息收入項

目。 

 



 

 - 19 - 
 

 地址：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47 號   Add.: Avenida Dr. Mário Soares, No. 47, Macau 電話: 2837 8977 

  傳真: 2857 8517 

網址/Website: www.lusobank.com.mo   電子郵遞\e-mail add.: lusobank@lusobank.com.mo  電傳: 88220LIBL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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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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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稅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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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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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就經營

租約作出的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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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於租賃土地業權亦列作經營租賃並在 50 年內進行攤銷。 

 

(l) 無形資産 

 

無形資産項下爲一間高爾夫球會會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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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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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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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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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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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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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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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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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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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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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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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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行的會計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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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保證書 1,428,095 

備用信用證 110,028 

跟單信用證 1,024 

贷款承诺 24,854,992 

其他 10,354 

 26,404,493 

 

衍生品交易 

 

衍生品交易之合同金額按類別如下：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匯率合同 20,969,520 

利率合同 199,748 

股權合同 - 

商品交易合同 - 

其他 3,779 

 21,173,047 

 

根據 Notice013/93-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四年末本行匯率合同和利率合同加權後的信用

風險分別為澳門幣 83,358,026 元和澳門幣 399,4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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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集團公司及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本行作為一家本地的信用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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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存放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 2,380,917 

最終控股公司發行之可贖回浮息存款證 5,933,226 

其他資産 68,894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9,606,546 

客戶存款  194,208 

其他負債 13,629 

  

(b) 年內，本行與集團公司之間的收入及支出如下：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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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066 

予客戶存款及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之利息支出 81,155 

安排費 – 最終控股公司發行之浮息存款證 8,706 

支付直接控股公司之管理費 9,270 

支付直接控股公司之系統顧問費 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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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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客戶存款 160,807 

利息支出 4,580 

其他負債 329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持有澳門幣 34,369,640,313 元由本行最終控股公司所開

出備用信用證的客戶貸款及放款（二零一三年：澳門幣 17,745,962,561 元）。 

 

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 

 

直接控股公司爲廈門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而最終控股公司爲

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廈門註冊成立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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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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二零一四年末之核心資本金如下：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股本  

 

     

1,280,000 

股本溢利  11,873 

法定儲備及其他儲備  718,011 

保留溢利  1 

  2,009,885 

 

根據 Notice No.012/93-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四年末本行核心資本金為澳門幣 20.10 億，

自有資金總額為澳門幣 33.43 億。 

 

根據 Notice No.002/2011-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四年末本行的資本充足率為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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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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貸款總額   已減值貸款 

澳門  9,164,004  80,002 

香港  27,537,714  28,352 

中國  4,353,967  - 

其他地區  10,423,960  - 

合計  51,479,645  108,354 

 

3. 本行債券及股權投資按地區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  1,348,004 

香港  598,896 

中國  7,671,155 

其他地區  905,269 

合計  10,523,324 

 

4. 客戶貸款和墊款按行業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貸款總額  已減值貸款 

製造業  3,227,166  33,929 

電力、燃氣及供水  257,040  - 

建設與公共工程  332,381  - 

批發與零售業  33,427,656  694 

酒店餐飲及相關行業  527,516  - 

交通、倉儲及通訊  72,078  71,428 

個人住房貸款  3,089,505  194 

個人其他貸款  3,281,797  - 

其他  7,264,506  2,109 

合計  51,479,645  10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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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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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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以上三

年以內 
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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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千元  

         

對客戶的貸款 1,959 1,918,225 9,971,873 26,626,414 1,876,777 5,396,576 5,687,821 51,479,645 

現金及存放銀行同業 5,624,685 3,496,324 886,312 673,714 - - 701,348 11,382,383 

存款證 - - - 734,503 1,458,115 3,916,004 - 6,108,622 

AMCM 所發證券 - 320,000 490,000 440,000 - - - 1,250,000 

其他證券 - 117,294 12,570 25,590 762,791 2,241,547 4,910 3,16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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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以上三

年以內 
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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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千元  

         

銀行同業存款 10 2,513,779 723,111 375,592 - 278,099 - 3,890,591 

政府公共實體部門存款 265 399,495 1,478,132 2,662,545 - - - 4,540,437 

控股及聯營公司存款 342,257 4,577,182 3,888,117 798,990 - - - 9,606,546 

非銀行類客戶存款 9,486,111 14,256,340 15,125,741 12,758,570 331,635 - - 51,958,397 

債券借款 - - - - - 520,150 - 520,150 

 

6. 逾期資產分析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超過三個月 超過六個月 
超過一年 

占總貸款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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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銀行客戶貸款 72,601 5,948 101,761 0.35%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逾期抵押物價值為澳門幣 60,137,900 元，特別準備金

為澳門幣 46,06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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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每月、每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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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四年底，本行定息票據投資餘額澳門幣 32.03 億，平均年期 3.15 年。 

 

2. 股權風險 

截止二零一四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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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四年底，本銀行以美元、港元、人民幣計價的投資佔總投資分別為66.47%、1.99%、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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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分為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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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根據《利率風險管理政策》监测、分析、管理利率風險，每月運用利率重定價缺口分

析和管理銀行賬戶和交易帳戶所承受的利率風險，模擬可抵禦的利率變動及評估其可能性。

关键假設包括資產負債結構保持不變情況下存款、貸款及投資的所有期限利率分別以相同

或不同幅度變動，並採取相應措施對沖或降低利率風險。該項管理與監控由風險管理部具

體負責，並置於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的監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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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建立了關鍵風險管理指標（KRI）體系，採用分行和部門計分卡的方式進行風

險監察，做到有效分析本行操作風險的變動狀况，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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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风险管理人人有责、坚守依法合规高压线和职业道德底线预防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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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严格问责，並在此基礎上舉一反三，研究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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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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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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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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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 (續) 

 

本行截止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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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港元 (245,005) 

 美元 4,621,856 

 人民幣 3,067 

 其他貨幣 390 

   

 按貨幣分類並高於或等於外匯風險總額 10%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澳門幣千元 

 美元  

 現貨資產  22,572,548 

 現貨負債  (12,669,835) 

 遠期買入  1,197,202 

 遠期賣出  (6,478,059) 

   

 美元長 / (短 )倉淨額  4,62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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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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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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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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 億； 

2. 二零一四年度各月末特定流動資產的算術平均值為澳門幣 189.24 億，占總負債的平均

比例為 40.65%； 

3. 二零一四年度各月最後一周的一個月流動性比率的算術平均值為 39.13%； 

4. 二零一四年度各月最後一周的三個月流動性比率的算術平均值為 5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