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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1頁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於二於二於二於二零一零一零一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六六六六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月三十日日日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資產總值

備用金，

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現金 2,511,359  - 2,511,359

AMCM存款 7,272,608  - 7,272,608

澳門政府債券 5,042,089  - 5,042,089

應收賬項 34,936  - 34,936

在本地其他信用機構之活期存款 9,962  - 9,962

在外地其他信用機構之活期存款 14,786,318  - 14,786,318

其他流動資產 2  - 2

放款 209,813,414 115,431 209,697,983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15,823,576  - 15,823,576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148,974,169  - 148,974,169

股票、債券及股權 2,663,030  - 2,663,030

債務人 308,002  - 308,002

財務投資 73,605  - 73,605

不動產 919,960 453,755 466,205

設備 566,000 441,664 124,336

遞延費用 234,225 220,334 13,891

未完成不動產 31,788  - 31,788

其他固定資產 196 196  -

內部及調整帳 2,320,828  - 2,320,828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411,386,067 1,231,380 410,154,687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2013年 6月 30日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2頁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續續續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日日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小結 總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流通紙幣 5,127,323

活期存款 87,752,451

通知存款 6,433

定期存款 143,748,814 231,507,698

公共機構存款 25,625,775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3,329,906

外幣借款 133,178,161

應付支票及票據 1,025,154

債權人 1,405,900

各項負債 6,994 138,946,115

內部及調整賬 4,089,607

各項風險備用金 2,326,746

營運資金 1,032,600

重估儲備 3,032

本年營業結果 1,495,791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410,154,687

2013年 6月 30 日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3頁 

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 

由由由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止期間止期間止期間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金額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負債業務成本 1,979,725 資產業務收益 4,258,138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355,885

    職員開支 427,788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100,113

    固定職員福利 39,020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68,134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19,245 其他銀行收益 17,410

第三者作出之勞務 112,907 非正常業務收益 19,668

其他銀行費用 66,766

稅項 7,124

非正常業務費用 654

折舊撥款 45,636

備用金之撥款 450,283

營業利潤 1,670,200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4,819,348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4,819,348

營業賬目營業賬目營業賬目營業賬目

借方借方借方借方 貸方貸方貸方貸方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4頁 

損損損損益表益表益表益表    ((((續續續續)))) 

由由由由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一日至一月一日至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止止止止期間期間期間期間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金額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歷年之損失 72,813 營業利潤 1,670,200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204,000 歷年之利潤 30,096

營業結果(盈餘) 1,495,791 備用金之使用 72,308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772,604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772,604

損益計算表損益計算表損益計算表損益計算表

借方借方借方借方 貸方貸方貸方貸方

 

 

本分行行長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核准並許可發出。 

行長     葉一新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5頁 

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 

由由由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止期間止期間止期間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2013年 6月 30日

澳門幣千元

經營活動經營活動經營活動經營活動

稅前利潤 1,699,791

調整非現金項目：

−     折舊 45,636

−     債券證券的貼現額及溢價攤銷 (2,542)

−     債券投資利息收入 (117,349)

−     處置物業及設備損益 500

−     股息收入 (927)

−     聯營公司投資收益 (282)

−     貸款及其他損失準備 420,702

345,738

2,045,529

經營資產變動淨額：

−     存放於同業的款項 (6,020,784)

−     澳門金管局貨幣票據 (2,923,800)

−     客戶貸款及墊款 (43,443,704)

−     澳門特區負債證明書 (795,019)

−     其他資產 (660,391)

(53,843,698)

經營負債變動淨額：

−     同業存放款項 16,162,191

−     客戶存款 45,252,854

−     澳門特區紙幣流通額 650,559

−     其他負債 116,666

−     發行存款證 1,792,330

63,974,600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 12,176,431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6頁 

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    ((((續續續續)))) 

由由由由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止期間止期間止期間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2013年 6 月 30日

澳門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 12,176,431

投資活動投資活動投資活動投資活動

已收股息 927

出售物業及設備所得款項 5

已收債券投資利息 97,213

購入物業及設備 (7,218)

購入債券投資 (43,279)

出售債券投資所得款項 1,378,001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 1,425,649

融資活動融資活動融資活動融資活動

上繳總行資金 (2,408,976)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2,408,97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增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增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增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增加 11,193,104

於於於於1月月月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92,955,210

於於於於6月月月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04,148,314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

已收利息 3,307,998
已付利息 1,878,770

註註註註：：：：本分行持有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分析如下本分行持有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分析如下本分行持有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分析如下本分行持有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分析如下：：：：

–庫存現金 2,511,359

–即時到期

     –存放於AMCM的款項 7,272,608              

     –存放於同業的款項 16,380,984            

–有協定到期日的存放於同業的款項 147,250,173          

–澳門金管局貨幣票據 15,823,576            

186,727,341

於於於於6月月月月30日本分行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日本分行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日本分行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日本分行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 189,238,700

減：協定到期日多於3個月的存放於同業的款項 (71,016,366)

減：協定到期日多於3個月的澳門金管局貨幣票據 (14,074,020)

於於於於6月月月月30日本分行可即時變現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日本分行可即時變現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日本分行可即時變現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日本分行可即時變現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 104,148,314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7頁 

表外資產表外資產表外資產表外資產 

於於於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分行的或有負債及未償付承擔如下： 

(i) 代客背書及協定代客背書及協定代客背書及協定代客背書及協定 

代客背書及協定，以及客戶為此承擔的相應責任沒有記入資產負債表： 

2013年 6月 30日

澳門幣千元

直接信貸替代項目 4,940,386

交易有關的或然債務 9,975,869

貿易有關的或然債務 6,590,541

其他承擔 90,066,469

111,573,265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管局」) 的規定，本分行為代客背書及協定提取 1% 之一般準

備。此外，當有証據顯示代客背書及協定不能全部收回時，本分行會提撥或有債務損失特別

準備。 

 

(ii) 衍生工具交易衍生工具交易衍生工具交易衍生工具交易    

名義金額

信貸風險

加權金額 資產 負債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匯率衍生工具 121,789,262 593,363 676,438 975,657

利率衍生工具 1,349,995 9,961 790 48,432

股票衍生工具 22,212 44 1,044 1,043
- -

123,161,469 603,368 678,272 1,025,132

2013年 6月 30日

公允價值

 

分行管理層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核准並許可發出。 

 

 ) 
 

 )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8頁 

重大關聯方交易重大關聯方交易重大關聯方交易重大關聯方交易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i) 與關鍵管理人員的交易與關鍵管理人員的交易與關鍵管理人員的交易與關鍵管理人員的交易 

本分行的關鍵管理人員 

2013年 6月 30日澳門幣千元於1月1日 15,663本期内新增貸款 365本期内還款 (661)於6月30日 15,367
 

本分行沒有就於本期内與關鍵管理人員往來的結餘錄得減值損失，也沒有就於本期末與關鍵

管理人員往來的結餘提撥壞賬特別準備。 

 

(ii) 與集團成員的交易與集團成員的交易與集團成員的交易與集團成員的交易 

於本期末與本分行進行交易如下： 與總行及海外分行往來的結餘 與聯營公司

往來的結餘

與集團成員

往來的結餘 總計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2013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

利息收入 981,723  - 190,074 1,171,797

利息支出 (659,401) (1,076) (43,968) (704,445)

管理費用 (22,355)  -  - (22,355)

代辦業務佣金  -  - 69,749 69,749
 -

299,967 (1,076) 215,855 51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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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頁 

重大關聯方交易重大關聯方交易重大關聯方交易重大關聯方交易(續續續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ii) 與集團成員的交易與集團成員的交易與集團成員的交易與集團成員的交易 (續續續續 ) 

於本期末與本分行往來的結餘如下： 與總行及海外分行往來的結餘 與聯營公司往來的結餘 與集團成員往來的結餘 總計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2013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存放於同業的款項 115,018,586  - 46,516,058 161,534,644同業存放款項 (111,554,181)  - (9,664,948) (121,219,129)客戶存款  - (160,206) (338,127) (498,333)

3,464,405 (160,206) 36,512,983 39,817,182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10頁 

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i) 按地區分類按地區分類按地區分類按地區分類的的的的放款及放款承諾放款及放款承諾放款及放款承諾放款及放款承諾，，，，債券投資及金融衍債券投資及金融衍債券投資及金融衍債券投資及金融衍生工具生工具生工具生工具 

按地區分類並高於或等於信貸風險總額 10% 的放款及放款承諾，債券投資（包括澳門金管

局貨幣票據）及金融衍生工具。 

地區 放款及放款承諾 債券投資 金融衍生工具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 94,863,256 15,823,576 302,603

其中：

     - 銀行  -  -  -

     - 政府  - 15,823,576  -

     - 公共機構  -  -  -

     - 其他 94,863,256  - 302,603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7,255,748 2,060 271,041

其中：

     - 銀行  -  - 271,041

     - 政府  -  -  -

     - 公共機構  -  -  -

     - 其他 27,255,748 2,060  -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 82,011,169 2,660,970 104,159

其中：

     - 銀行  - 2,368,332 104,159

     - 政府  - 292,638  -

     - 公共機構  -  -  -

     - 其他 82,011,169  -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95,749,710  - 469

其中：

     - 銀行  -  - 469

     - 政府  -  -  -

     - 公共機構  -  -  -

     - 其他 95,749,710  -  -

合計 299,879,883 18,486,606 678,272

2013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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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頁 

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    ((((續續續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ii) 按地按地按地按地區區區區分類的客戶貸款分類的客戶貸款分類的客戶貸款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及墊款及墊款及墊款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按地區分類並高於或等於貸款總額 10% 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客戶貸款及 逾期貸款

墊款總額 及墊款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 93,884,381 157,997 74,586

香港 27,255,748 14,820 12,383

中國大陸 82,011,169 6,592 39

其他 6,662,116  -  -

合計 209,813,414 179,409 87,008

2013年 6月 30日

地區 特別準備

 

 

上述按地區分類的分析乃按借款人所在地劃分，並已顧及轉移風險因素。一般而言，當有關

貸款的債權獲得並非借款人所在地的一方擔保，風險便可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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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 ((((續續續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iii) 按行業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按行業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按行業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按行業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已逾期的貸款及墊款 特別準備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農業及漁業 12,823  -  -礦業 957,257  -  -製造及加工業
−    食品及飲品 1,467,155  -  -

−    成衣 1,622,549 12,238 8,814

−    其他紡織產品 401,307  -  -

−    皮革物品 5,806  -  -

−    木器及傢俬 15,082  -  -

−    陶瓷器  -  -  -

−    紙品、印刷及出版 3,058,781  -  -

−    玩具 127,090  -  -

−    機械、電器及電子產品 2,195,657  -  -

−    人造花 879  -  -

−    其他 5,946,842 5,150  -水電及氣體燃料 11,259,551  -  -建築及公共工程 27,172,720 4,564貿易 62,642,916 6,831 1,383餐廳、酒店及同業 9,841,437  -  -運輸、儲存及通訊 12,928,583 127,607 72,823非貨幣財務機構 8,650,973  -  -其他信貸
−    給予私人作購置房屋 41,570,256 12,622 604

−    給予私人作其他用途 9,930,114 563 481

−    其他 10,005,636 9,834 2,903

209,813,414 179,409 87,008

2013年 6月 30日

 

 

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本分行就貸款及墊款（逾期三個月以下）、因提供擔保、票據保證

或承兌而構成之一切負債提撥 l %的一般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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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 ((((續續續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iv) 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即時到期 1個月以內 1個月至
3個月以內 3個月至

12個月以內 1年至
3年以內 多於 3年 總計澳門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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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千元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庫存現金 2,511,359  -  -  -  -  - 2,511,359存放於同業     的款項 23,653,592 41,633,942 79,936,339 25,679,892  -  - 170,903,765澳門金管局    貨幣票據  - 1,634,511 3,307,476 10,881,589  -  - 15,823,576持有至到期    日債券  -  -  - 159,794 420,313 2,060 582,167可供出售    債券  -  - 453,069  - 1,496,961 130,833 2,080,863客戶貸款    及墊款  - 5,041,867 6,511,383 76,154,226 46,519,443 75,586,495 209,813,414 

26,164,951 48,310,320 90,208,267 112,875,501 48,436,717 75,719,388 401,715,144

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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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 (續續續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iv) 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續續續續))))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續) 

即時到期 1個月以內 1個月至
3個月以內 3個月至

12個月以內 1年至
3年以內 多於 3年 總計澳門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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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千元金融負債金融負債金融負債金融負債銀行及同業結存 3,274,413 10,421,187 9,168,898 1,680,489  -  - 24,544,987非銀行客戶存款 87,768,427 51,861,985 31,323,217 48,426,585 2,481,961  - 221,862,175公共機構存款 2,541,611 2,142,038 6,353,473 13,799,164 789,489  - 25,625,775聯營公司存款 5,706 154,500  -  -  -  - 160,206總行及海外    分行存款 15,929,675 26,597,221 33,346,395 15,622,385 11,850,261 8,213,319 111,559,256發行存款證  -  - 779,979 3,349,436 5,355,902  - 9,485,317

109,519,832 91,176,931 80,971,962 82,878,059 20,477,613 8,213,319 393,237,716

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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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信貸風險管理 ((((續續續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v) 逾期客戶貸款逾期客戶貸款逾期客戶貸款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及墊款及墊款及墊款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佔貸款

總額百分比

本金或利息已逾期的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     3個月以上至6個月以下 111,381 0.06%

−     6個月以上至1年以下 2,099 0.00%

−     1年以上 65,929 0.03%

179,409 0.09%

逾期貸款及墊款的

    抵押品現值 42,328

逾期貸款及墊款的

    特別準備 87,008

2013年 6月 30日

澳門幣千元

 

 

 (vi)    逾期其他逾期其他逾期其他逾期其他資產資產資產資產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佔其他資產

總額百分比

已逾期的其他資產總額：

−     3個月以上至6個月以下 231 0.05%

−     6個月以上至1年以下 492 0.09%

−     1年以上 2,718 0.52%

3,441 0.66%

逾期其他資產的壞帳準備 3,022

2013年 6月 30日

澳門幣千元

 

 

(vii)    本期內，本分行並沒有任何逾期之同業貸款及墊款。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財務訊息披露 

第 16頁 

外匯風險管理外匯風險管理外匯風險管理外匯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澳門幣以外其他貨幣的長/(短)倉淨額情況如下： 

2013年 6月 30日

澳門幣千元

港元 9,807,186

美元 11,989

其他貨幣

    長盤 11,583

    短盤 (8,524)
 

 

按貨幣分類並高於或等於外匯風險總額 10% 之分析如下： 

澳門幣千元

港元

現貨資產 106,068,462

現貨負債 (153,834,167)

遠期買入 59,732,422

遠期賣出 (2,159,520)

期權倉盤淨額 (11)

長 / (短) 倉淨額 9,807,186

2013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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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i) 平均流動性平均流動性平均流動性平均流動性 

2013年 6月 30日

澳門幣千元

每週平均可動用現金最低要求 4,974,844

每週平均可動用現金結餘 9,963,883  
 

平均每週流動性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按指定比例以基本負債的乘積計算。 

    

 

(ii) 平均流動比率平均流動比率平均流動比率平均流動比率    

2013年 6月 30日一個月平均流動比率 39%三個月平均流動比率 59%
 

 

平均流動比率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按特定資產與負債的比率以每月最後一週的簡單平均

數計算。 

 

(iii) 具償付能力資產具償付能力資產具償付能力資產具償付能力資產 

2013年 6月 30日澳門幣千元具償付能力資產 101,577,768相關負債 247,929,432具償付能力資產與相關負債的比率 41%
 

具償付能力資產與相關負債的比率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以每月最後一個銀行營業日之決

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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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i) 經營租賃承擔經營租賃承擔經營租賃承擔經營租賃承擔 

應付不可解除的經營租賃如下： 

2013年 6月 30日

澳門幣千元

−      1年內 23,070

−      1年至5年 69,297

−      多於5年 18,392

110,759
 

本分行以經營租賃租入若干物業。這些租賃一般初步為期一年至十年，並可能有權選擇續

期，屆時所有條件均可重新商定。此等租賃不包括或有租金。 

  

(ii)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已作出但未在財務報表內提撥準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2013年 6月 30日澳門幣千元已授權但未訂約 142,588
 

 

(iii) 本分行是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分行之一，故毋須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中國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綜合資本充足比率，綜合資本及儲備，綜合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詳細列示於以下

網站 http://www.boc.cn/invest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