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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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162,512.74  750,162,512.74 

AMCM 存款 2,611,578,699.79  2,611,578,699.79 

應收賬項 222,491,546.27  222,491,546.27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284,868,067.99  1,284,868,067.99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9,769,234,145.78  9,769,234,1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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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款 119,888,796,775.18 100,413,499.35 119,788,383,275.83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306,000,000.00  306,000,000.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1,282,295,604.76  1,282,295,604.76 

股票, 債券及股權 56,595,287,739.81 226,067,232.00 56,369,220,507.81 

債務人 1,769,072,134.18  1,769,072,134.18 

其他投資 13,856,658,068.65   13,856,658,0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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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 245,248,683.95 58,998,196.06 186,250,487.89 

設備 282,534,417.48 231,936,424.99 50,597,992.49 

開辦費用 - - - 

內部及調整賬 2,575,873,289.84 9,838,666.03 2,566,034,623.81 

總額 211,445,481,201.89 627,622,913.22 210,817,858,288.67 

   澳門幣 

負債 小結 總額 

活期存款   17,513,749,439.60  

通知存款   291,601,735.76  

定期存款   127,461,374,710.67 145,266,725,886.03 

公共機構存款   24,694,203,686.58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1,960,802,579.24  

外幣借款   13,112,793,184.19  

應付支票及票據   237,299,130.96  

債權人   4,894,794,922.22  

債券借款  6,319,807,278.48  

各項負債   19,553,039.75 51,239,253,821.42 

內部及調整賬    2,470,357,637.32 

各項風險備用金    1,304,056,893.01 

股本   2,610,000,000.00  

法定儲備   1,423,833,551.85  

其他儲備   4,736,527,633.18 8,770,361,185.03 

歷年營業結果   39,879,584.95  

本年營業結果   1,727,223,280.91 1,767,102,865.86 

  總額  210,817,858,28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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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續)   
 

   澳門幣 

備查賬     金額 

代收賬     - 

抵押賬    121,577,368,897.19 

保證及擔保付款   1,459,152,642.93 

信用狀    1,494,306,673.82 

代付保證金      

     期貨買入    20,192,197,077.99 

     期貨賣出    20,122,475,816.06 

其他備查賬     24,271,998,864.39 

 

 

 

 

總 經 理                           計 財 部 主 管 

焦雲迪                                鄧 峰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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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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0,332,106.22 資產業務收益 6,994,558,599.50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396,949,730.79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5,990,000.00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57,970,410.17 

  職員開支 461,868,653.34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460,648,663.83 

  其他人事費用 61,585,519.02 其他銀行收益 7,043,577.17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8,973,033.40 非正常業務收益 -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196,849,597.16     

其他銀行費用 285,590,048.05     

稅項 57,702,130.38     

非正常業務費用 3,689,132.96     

折舊撥款 30,792,058.23     

備用金之撥款 290,009,744.70     

營業利潤 1,873,788,958.00     

        

  總額 7,917,170,981.46 總額 7,917,170,9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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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788,958.00 

特別損失 17,701.00 歷年之利潤 87,375.00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147,516,206.19 特別利潤 880,855.10 

營業結果(盈餘) 1,727,223,280.91 備用金之使用 - 

          

  總額 1,874,757,188.10 總額 1,874,757,188.10 

 

 

 

 

總 經 理                           計 財 部 主 管 

焦雲迪                                鄧 峰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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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之概要 

 

2019 年，在新中國建國 70 周年、澳門回歸 20 周年、澳門國際銀行成立 45 周年之際，

本行在董事會的周密部署和堅強領導下，緊密圍繞“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扎

實推進本行轉型升級和改革發展，各項經營管理工作呈現出“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截

至 2019年末，全行資產規模達MOP2,087億，存貸款餘額分別為MOP1,700億和MOP1,200

億，實現稅後利潤 MOP17.27 億，資產質量持續保持優良，各項指標合規健康，綜合實力

位列澳門銀行業前列。 

與時俱進、銳意進取，譜寫高質量發展新篇章。這一年，我們牢牢把握“穩中有進、

轉型升級、駕馭風險”經營總基調，加強業務規模指標的“平滑管理”，生產力與生產關

係協同提升，資產負債規模穩健上升，風險管理能力持續強化，業務規模、結構、效益取

得了協調平衡發展！ 

積極作為、主動服務，深化融入國家和特區發展大局。這一年，我們持續堅定服務國

家加大對外開放大局，積極對接“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建設，成功落子錢塘，

實現了深入長三角經濟帶的重大突破；同時，努力構建多牌照經營體系，積極融入本澳債

券資本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推動特區經濟適度多元建設和特色金融發展！ 

不忘使命、勇於擔當，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與義務。“植根澳門、心系國家、服務社

會”是本行一直以來的責任和擔當，這一年，我們繼續以支持澳門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穩

定為己任，秉承“源於社會、服務社會”的理念，積極參加各項公益活動，開展慈善組織

和教育機構公益捐贈，開闢境內高校獎助學金資助渠道，舉辦以愛國主義為主題的系列活

動，榮獲了特區政府頒授的“工商功績勳章”，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 

一路同行，心懷感恩。本行這一年取得的上述成績離不開澳門特區政府、境內相關政

府和監管機構的大力支持和充分信任，離不開廣大客戶和投資者的鼎力支持，離不開金融

界同仁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長期關懷！在此，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長期以來關心、支持及推

動本行發展的社會各界人士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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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之概要 (續) 

 

安不忘危，興不忘憂。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地緣政治風險聚集，金融市

場動盪不安、經濟發展深陷泥潭，面對複雜嚴峻和更趨多變的外圍經營環境，本行將抓住

中央提出的系列惠澳政策，持續推進“北上西出”戰略的實施，進一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等國家戰略建設，堅定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班子“抗

疫情、保就業、穩經濟、顧民生、推改革、促發展”的施政方向，促進本澳經濟適度多元

化及特色金融發展深入實施；同時，緊密圍繞董事會的決策部署，應勢而謀、因勢而動，

堅持“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戰略方向，牢牢把握“穩中有進”發展總基調，扭住風險“牛

鼻子”不放鬆，持續推動本行轉型創新和健康穩健發展；此外，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本行

將繼續全力確保員工安全健康和對外金融服務有序進行，在已捐獻善款和醫療物資的基礎

上，繼續加大力度為澳門疫情防控貢獻國行力量。 

新的一年，我們將保持戰略定力，發展主營業務不偏移、加強跨境協同不動搖、深化

改革創新不止步、狠抓合規經營不鬆懈、全面從嚴治行不停歇，強化新擔當、迸發新動力、

再創新輝煌，為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承董事會命 

 

呂耀明 

董事長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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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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已查閱本銀行二零一九年度之董事會報告，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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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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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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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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公司二零一九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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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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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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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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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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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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德春董事、崔世平獨立董事、龐川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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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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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本行風險管理狀况、風

險管理能力及水平進行定期評估，研究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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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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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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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期向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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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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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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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川獨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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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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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12,550 

- 已付澳門所得稅項 (178,213)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23,434,337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已收股息 36 

- 購買固定資產 (28,039) 

- 購買政府債券 (8,284,457) 

- 購買其他投資 (47,643,477) 

- 出售政府債券 3,900,000 

- 出售其他投資 33,314,947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8,740,990)  

  

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已付普通股股息 (450,559) 

- 次級債利息 (224,950) 

- 額外資本補充工具利息 (185,400) 

來自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860,90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 / (減少)淨額 3,832,438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096,734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92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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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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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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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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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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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本行對其他投資持有意圖發生改變、或當其他投資公允價值不再能夠可靠

計量、或持有期限已超過兩個完整的會計年度，本行可以將其重分類至持至

到期投資。在重分類日以該投資的公允價值作為其新的攤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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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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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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額外資本補充工具 

 

包含可被分類為額外資本補充工具的一級資本補充證券，該類證券具有一定

面值且無固定到期日或贖回日，僅在股東大會批准後才能支付利息。證券的

稅後利息支付被確認為經股東會審議的可分配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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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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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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事項 (不包括衍生品交易) 

 

擔保及承付款項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貸款承諾 78,706,256 

開出信用證 1,494,307 

保證書 1,459,153 

開出承兌匯票 411,675 

 82,071,391 

衍生品交易 

 

衍生品交易之合同金額按類別如下：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遠期合約 18,782,960 

貨幣期權及其他 - 

 18,782,960 

 

根據 Notice. 011/2015-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九年末本行匯率合同加權後的信用風險

為澳門幣 157,41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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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存放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 422,627 

其他資産 -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809,140 

客戶存款  439,895 

其他負債 47,214 

集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次級債券 154,500 

  

(b) 年內，本行與集團公司之間的收入及支出如下：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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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客戶存款及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之利息支出 (19,598) 

支付控股公司之管理費 (9,270)          

支付控股公司之房屋租金費用 (1,375)           

支付集友銀行所持次級債券之利息支出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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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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客戶存款 28,317 

客戶存款之利息支出 882 

其他負債 1,569 

其他資產 2,956 

員工股份 (附註) 137,299 

固定利率次級債券 154,500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的客戶貸款及放款中有澳門幣 21,814,478,979 元的客戶

貸款（二零一八年：澳門幣 42,707,6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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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員工股份在本行普通股中的佔比為 2.5%（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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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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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的《第 026/B/2012-DSB/AMCM 號傳閱文

件-財務訊息披露指引》的要求進行披露。 

 

本行二零一九年末之核心資本金如下：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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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3,517 

保留溢利  39,880 

  8,865,256 

 

根據 Notice No.012/93-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九年末本行核心資本金為澳門幣 88.65

億，自有資金總額為澳門幣 164.27 億。 

 

根據 Notice No.011/2015-AMCM 的相關規定，二零一九年末本行的資本充足率為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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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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準備金計提是遵循“澳門金融管理局”有關貸款呆壞帳撥備的要求，並考慮借款

人的還款能力及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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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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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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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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貸款總額   已減值貸款 

澳門  27,136,605  78,292 

香港  38,788,703  77,836 

中國  38,944,737  9,040 

其他地區  15,018,752  10,109 

合計  119,888,797  175,277 

 

3. 本行債券及股權投資按地區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  10,050,000   

香港    6,255,720   

中國    30,201,204   

其他地區   23,949,932  

合計    70,456,856   

 

4. 客戶貸款和墊款按行業分佈情況分析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貸款總額  已減值貸款 

採礦工業  310,284  -    

製造業  2,116,310  26,890  

電力、燃氣及供水  2,504,979  -  

建設與公共工程  11,461,346  -    

批發與零售業  25,925,682  59,897  

酒店餐飲及相關行業  742,622  -    

交通、倉儲及通訊  2,005,960  71,429 

個人住房貸款  8,817,665  39  

個人其他貸款  8,163,316  4,632  

其他  57,840,633  12,390  

合計  119,888,797  17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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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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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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7      2,572,705   12,502,992   39,409,234   55,202,480  10,170,289  119,888,797  

現金及存放銀行同業  12,939,494     633,241  567,531               387,523         -    1,476,350  16,004,139  

存款證           -      481,296              -    -       -           -    481,296 

AMCM 所發證券         -    1,800,000   2,300,000    5,500,000           -              -      9,600,000  

其他證券 167,414   1,959,322   118,146     5,467,689  48,901,259    3,761,730     60,37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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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990  6,392,104   3,767,395  3,445,320      -  - 14,259,809 

政府公共實體部門存款 13,225    541,803    7,817,579   16,321,597           -    -   24,694,204  

控股及聯營公司存款  37,615     546,332  - 229,840             -    - 813,787  

非銀行類客戶存款 17,513,749   26,448,583  43,201,619  56,371,687   1,731,088 -  145,266,726  

債券借款          -              -             -             -    6,319,807 -    6,319,807  

 

6. 逾期資產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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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2 701 367,071 0.27%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逾期抵押物價值為澳門幣 834,688,283 元，特別準備

金為澳門幣 99,52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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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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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定息票據投資餘額澳門幣 570.77 億，平均年期 3.52

年。 

 

2. 股權風險 

截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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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以美元、港元、人民幣計價的投資佔總投資分別為

50.93%、0.55%、3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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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利率風險管理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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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方式與定價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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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操作風險管理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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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本行實際情况及業務需要，建立了操作風險報告機制及關鍵風

險管理指標（KRI）體系，進行定期收集各部門及各分行的數據，通過監測、檢視、更新與

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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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本行的操作風險評價和預警機制，可有效識別、防範現

時大部分關鍵操作風險點和未來潛在的操作風險，維持良好的操作水平。 

在制度執行層面，本行對操作風險十分重視，通過通報、培訓、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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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各單位對于操作風險的防控意識。對操作事故，本行及時有效進行跟進解决、

調查評估、督辦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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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未雨綢繆防範風險，通過檢查，以加大檢視業務的操作流程及風險排查力度，及時針對發

現的問題或程序缺失或管理漏洞，進行整改與堵截，進一步减低事故發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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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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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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資產負債結構的影響。 

 

本行截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澳門元以外其他貨幣的長/(短)倉淨額情況如下：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港元 5,868,913 

 美元 276,370 

 人民幣 740,525 

 其他貨幣 2,230 

   

按貨幣分類並高於或等於外匯風險總額 10%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港元  

 現貨資產  68,238,295 

 現貨負債  (76,851,552) 

 遠期買入  16,021,326 

 遠期賣出  (1,539,156) 

 港元長 /(短 )倉淨額  5,86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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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 (續)  

 二零一九年 

 澳門幣千元 

    人民幣   

    現貨資產  59,758,537 

    現貨負債  (57,045,419) 

    遠期買入  - 

    遠期賣出  (1,972,593) 

    人民幣長 /(短 )倉淨額  7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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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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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度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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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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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9 億； 

2. 二零一九年度各月末特定流動資產的算術平均值為澳門幣 824.94 億，占總負債的平均

比例為 50.51%； 

3. 二零一九年度各月最後一周的一個月流動性比率的算術平均值為 48.65%； 

4. 二零一九年度各月最後一周的三個月流動性比率的算術平均值為 4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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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投資的企業證券投資有澳門幣 65.46 億（二零一八年

為澳門幣 36.16 億）用於本行的同業負債資金擔保。 

 

說明 

 

於目錄中第 1, 2, 9, 10, 11, 12, 13, 14, 22 項為外部核數師經審計項目；如無特別說明，上述

所有數據均取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