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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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490,952.61   584,490,952.61 

AMCM 存款 2,248,856,322.54   2,248,856,322.54 

應收賬項 232,145,363.31   232,145,363.31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479,208,040.78   1,479,208,040.78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0,092,061,824.15   10,092,061,8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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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款 103,261,963,052.73 60,155,277.32 103,201,807,7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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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2,476,598.33   6,132,476,598.33 

股票, 債券及股權 31,154,007,848.39 6,825,504.62 31,147,182,343.77 

債務人 523,408,110.54   523,408,110.54 

其他投資 5,880,465,473.76  5,880,465,4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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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 129,308,520.95 49,188,248.84 80,120,272.11 

設備 241,360,337.48 193,531,870.27 47,828,467.21 

開辦費用 -  - 

內部及調整賬 1,618,727,712.96   1,618,727,712.96 

總額 163,681,709,674.00 310,069,795.84 163,371,639,878.16 

   澳門幣 

負債 小結 總額 

活期存款   15,542,897,967.02   

通知存款   816,214,565.60   

定期存款   91,162,635,274.75 107,521,747,807.37 

公共機構存款   22,677,993,313.08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880,154,000.00   

外幣借款   16,949,839,680.27   

應付支票及票據   77,192,688.32   

債權人   1,655,074,363.24   

債券借款  2,533,100,000.00   

各項負債   10,722,111.48 44,784,076,156.39 

內部及調整賬         1,452,931,533.79 

各項風險備用金          1,083,390,723.46 

股本   2,610,000,000.00   

法定儲備   853,404,851.23   

其他儲備   3,715,809,197.82 7,179,214,049.05 

歷年營業結果   -   

本年營業結果   1,350,279,608.10 1,350,279,608.10 

  總額   163,371,639,8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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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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90,378,377.74 

保證及擔保付款   1,745,245,565.42 

信用狀    2,492,874,855.60 

代付保證金      

     期貨買入    54,696,526,316.85 

     期貨賣出    54,954,290,203.92 

其他備查賬     15,189,465,729.68 

 

 

 

 

總 經 理                           計 財 部 主 管 

焦雲迪                                鄧 峰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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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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1,708,257.28 資產業務收益 4,134,185,652.09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451,589,078.44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2,615,000.00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138,223,539.70 

  職員開支 266,705,793.31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182,422,320.74 

  其他人事費用 13,636,386.30 其他銀行收益 3,560,563.18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6,358,580.14 非正常業務收益 6,886,166.99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119,391,627.22     

其他銀行費用 387,291,342.08     

稅項 41,952,236.87     

非正常業務費用 509,621.62     

折舊撥款 24,665,748.91     

備用金之撥款 129,120,724.19     

營業利潤 1,482,912,003.22     
        

  總額 4,916,867,321.14 總額 4,916,867,321.14 

損益計算表 

    澳門幣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歷年之損失 - 營業利潤 1,482,912,003.22 

特別損失 42,215.79 歷年之利潤 338,452.66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133,109,607.70 特別利潤 180,975.71 

營業結果(盈餘) 1,350,279,608.10 備用金之使用 - 
          

  總額 1,483,431,431.59 總額 1,483,431,431.59 

 

 

 

 

總 經 理                           計 財 部 主 管 

焦雲迪                                鄧 峰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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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之概要 

 

2017 年，世界經濟企穩向好，中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澳門經濟持續回升並逐漸趨穩。

面對複雜多變的經濟環境，澳門國際銀行（以下簡稱“本行”） 緊密圍繞董事會制定的戰

略規劃及决策部署，持續深化改革創新，積極謀求轉型升級，堅持以利潤爲中心、轉型爲

主線、創新爲動力，注重協同到位、措施到位、執行到位，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截至

2017 年末，存貸款餘額分別為 MOP1,302 億元和 MOP1,033 億元，實現稅後利潤 MOP13.50

億元，資産質量持續保持優良，各項經營指標合規健康，綜合實力位列澳門銀行業前列。 

2017 年，本行把握“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機遇，積極籌備廣州分行順利開業並取得優

秀業績；加强資本管理，力促次級債順利發行進一步夯實資本基礎；與澳門日報共同舉辦

第四十屆澳門十大新聞選舉，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面對幾十年不遇的特大颱風襲擊，積

極組織義工團隊搶險救災、捐款捐物支持澳門災後重建；强化銀校合作，與澳門多家高校

簽訂戰略協議並設立獎學金；組織員工參加公益百萬行、愛心獻血、慈善捐款等活動，積

極反哺社會，充分展現了本行的社會責任擔當及有愛心、有溫度的形象。 

澳門國際銀行取得的成績離不開境內外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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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2018 年，外部經營環境將更加錯綜複雜，本行將按照董事會的決策部署，堅持發展才

是硬道理的理念，堅定全面深化改革轉型；積極把握國家戰略機遇，深化泛珠三角和閩粵

澳等區域合作，持續推進“北上西出”發展戰略；瞄準澳門特色金融發展定位，構建多牌

照經營體系實現創新發展和綜合經營。本行將持續爲澳門經濟多元化獻計獻力，爲廣大客

戶提供更加優質高效的服務，爲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爲員工提供更好的發展機會和福利

待遇，爲促進澳門金融體系的穩健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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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之概要 (續) 

 

董事會謹向各股東公告，本銀行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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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279,608 

上年度盈餘滾存  0 

全部可供分配之溢利  1,350,279,608 

撥入法定儲備金   (270,055,922) 

撥入普通儲備金  (675,139,804) 

擬派股息  (405,083,882) 

保留盈餘金額  0 

 

 

承董事局命 

 

呂耀明 

董事長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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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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已查閱本銀行二零一七年度之董事會報告，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之財務報表，以及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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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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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各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二零一七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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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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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摘要內

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

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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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麗娟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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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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度本行董事會設立以下專門委員會，分別為風險管理委員會、提名及薪

酬委員會、戰略委員會及關聯交易控制及審計委員會。 

 

（一）戰略委員會 

 

主席：龐鴻董事 

委員：呂耀明董事長、翁若同董事、崔世平獨立董事、焦雲迪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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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志剛董事 

委員：梁永本獨立董事、焦雲迪執行董事、吳江寧風險管理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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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平獨立董事 

委員：梁永本獨立董事、章徳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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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本獨立董事 

委員：莊麗晶董事、陳偉成執行董事、馮浪平員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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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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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8,583 

- 已付澳門所得稅項 (138,875) 

- 已付非澳門本地所得稅項 (4,220)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9,295,488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已收股息 1,968 

- 購買固定資產 (38,411) 

- 購買存款證 (5,850,831) 

- 購買政府債券 (1,888,565) 

- 購買其他投資 (28,482,340) 

- 出售政府債券 1,700,000 

- 出售其他投資 12,515,684 

- 出售存款證 7,628,234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4,414,261)  

  

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已付普通股股息 (349,121) 

- 發行次級債 2,012,950 

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1,663,8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 (減少)淨額 6,545,056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531,128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07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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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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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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非澳門本地經營產生的折算差異 

對非澳門本地經營的財務報表進行折算時，利潤表中的項目採用交易發生日

的即期匯率的近似匯率折算為澳門元。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和負債項目，採

用資產負債表日的即期匯率折算為澳門元。按照上述折算產生的外幣財務報

表折算差異，均在資產負債表中所有者權益下的普通儲備金中確認。當處置

非澳門本地經營業務時，相關的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自所有者權益均轉入

當期處置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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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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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主要會計政策 (續) 

 
(f) 固定資產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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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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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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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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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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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形資産項下爲期限不確定的高爾夫球會會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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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入返售及賣出回購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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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轉售協定購買的資產（買入返售協議）不是作為資產購買，而是作為交

易對手的應收賬款，並以攤余成本列入資產負債表內。 

 

賣出回購或買入返售金融資產的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在相關交易期間以實際

利率法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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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會計政策 (續) 

 

(p) 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包括本行在外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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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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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確認，並於報告期末重新計算公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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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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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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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外事項 (不包括衍生品交易) 

 

擔保及承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貸款承諾 62,019,992 

開出信用證 2,492,875 

保證書 1,745,246 

承兌匯票 9 

 66,258,122 

衍生品交易 

 

衍生品交易之合同金額按類別如下：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遠期合約 54,215,920 

貨幣期權及其他 110,479 

 54,326,399 

 

根據 Notice. 011/2015-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七年末本行匯率合同加權後的信用風險為

澳門幣 355,27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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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集團公司及有關連方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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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雙方商定條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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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存放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 2,580,459 

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之可贖回存款證 1,646,853 

其他資産 9,536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8,727,018 

客戶存款  233,249 

其他負債 193,438 

  

(b) 年內，本行與集團公司之間的收入及支出如下：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浮息存款證、存放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利息收

入 172,071 

客戶存款及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之利息支出 (259,167) 

安排費–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之存款證 1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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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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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集團公司及有關連人士之交易 (續) 

 

 (c) 與有關連方之餘額／交易：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客戶存款 151,954 

客戶存款之利息支出 2,065 

其他負債 1,468 

其他資產 1,659 

員工股份 (附註) 137,299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的客戶貸款及放款中有澳門幣 62,263,832,000 元的客戶

貸款（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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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證提供擔保。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員工股份在本行普通股中的佔比為 2.5%（二零一六年：2.5%）。

員工股份在所有者權益下的股本及股本溢價中確認。 

 

控股公司 

 

控股公司爲廈門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其持本行股份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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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於廈門註

冊成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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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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二零一七年末之核心資本金如下：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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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9,571 

保留溢利  - 

  7,131,430 

 

根據 Notice No.012/93-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七年末本行核心資本金為澳門幣 71.31 億，

自有資金總額為澳門幣 110.26 億。 

 

根據 Notice No.011/2015-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七年末本行的資本充足率為 15.01%。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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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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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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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風險 (續) 

 

2. 客戶貸款和墊款按地區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貸款總額   已減值貸款 

澳門  16,140,608  76,716 

香港  55,474,498  50,204 

中國  13,973,653  15,510 

其他地區  17,673,204  - 

合計  103,261,963  142,430 

 

3. 本行債券及股權投資按地區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   1,400,308  

香港   3,673,663  

中國   20,231,151  

其他地區   11,734,261  

合計   37,039,383  

 

4. 客戶貸款和墊款按行業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貸款總額  已減值貸款 

採礦工業  2,961   

製造業  2,187,430  - 

電力、燃氣及供水  1,121,035  - 

建設與公共工程  6,732,160  - 

批發與零售業  44,328,815  16,541 

酒店餐飲及相關行業  2,695  - 

交通、倉儲及通訊  369,929  105,092 

個人住房貸款  4,383,593  - 

個人其他貸款  5,078,911  - 

其他  39,054,434  20,797 

合計  103,261,963  14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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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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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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8       3,512,736    11,132,951    36,850,906   44,111,595     7,646,717   103,261,963  

現金及存放銀行同業   13,000,535     -  6,132,477                       -         97,850     1,404,082  20,634,944  

存款證           -              -              -    1,626,493       504,457              -      2,130,950  

AMCM 所發證券         -     100,000   300,000     1,000,000           -              -      1,400,000  

其他證券          -       94,659   139,722     5,169,378  28,099,764    4,910     33,50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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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739     6,765,944     534,445  154,500      278,100  -  8,869,728  

政府公共實體部門存款       32,374     2,150,285     3,744,541   16,750,793           -    -   22,677,993  

控股及聯營公司存款   6,671     5,507,628   3,363,533  82,434             -    - 8,960,266  

非銀行類客戶存款 15,542,897   27,561,465   30,852,285  29,630,668     3,934,433 -  107,521,748  

債券借款          -              -             -             -      2,533,100  -     2,533,100  

 

6. 逾期資產分析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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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85 17,782 225,418 0.29%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逾期抵押物價值為澳門幣 381,365,471 元，特別準備

金為澳門幣 60,15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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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定息票據投資餘額澳門幣 228.61 億，平均年期 3.32

年。 

 

2. 股權風險 

截止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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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以美元、港元、人民幣計價的投資佔總投資分別為

61.26%、1.01%、33.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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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收集各部門

及各分行的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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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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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截止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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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港元 17,043,190 

 美元 2,691,825 

 人民幣 (95,308) 

 其他貨幣 2,210 

   

按貨幣分類並高於或等於外匯風險總額 10%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美元  

 現貨資產  86,570,377 

 現貨負債  (31,790,997) 

 遠期買入  2,658,025 

 遠期賣出  (54,745,580) 

 美元長 / (短 )倉淨額  2,691,825 

   

 二零一七年 

 澳門幣千元 

    港元   

    現貨資產  43,381,878 

    現貨負債  (75,718,520) 

    遠期買入  50,885,048 

    遠期賣出  (1,505,216) 

    港元長 / (短 )倉淨額  17,04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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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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度本行(澳門本部)需要持有的每週最低現金持有量之算術平均值為澳門幣

19.32 億；本銀行(澳門本部)實際持有每週現金持有量之算術平均值為澳門幣 31.23 億； 

2. 二零一七年度各月末特定流動資產的算術平均值為澳門幣 526.12 億，占總負債的平均

比例為 46.31%； 

3. 二零一七年度各月最後一周的一個月流動性比率的算術平均值為 28.16%； 

4. 二零一七年度各月最後一周的三個月流動性比率的算術平均值為 35.73%。 

 

其他信息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投資的企業證券投資有澳門幣 33.70 億（二零一六年

為澳門幣 10.78 億）用於本行的同業負債資金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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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數據均取自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