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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摘要財務報表 

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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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5,971  - 3,155,971

AMCM存款 9,389,909  - 9,389,909

澳門政府債券 9,902,528  - 9,902,528

應收賬項 610,095  - 610,095

在本地其他信用機構之活期存款 26,515  - 26,515

在外地其他信用機構之活期存款 38,904,888  - 38,904,888

放款 381,042,411 359,484 380,682,927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24,918,304  - 24,918,304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200,531,233  - 200,531,233

股票、債券及股權 58,139,707  - 58,139,707

債務人 2,239,364  - 2,239,364

其他投資 9,419,474  - 9,419,474

財務投資 92,392  - 92,392

不動產 1,127,104 581,451 545,653

設備 1,281,452 1,070,745 210,707

遞延費用 346,705 331,032 15,673

未完成不動產 49,081  - 49,081

其他固定資產 311 311  -

內部及調整賬 5,582,358  - 5,582,358

總額 746,759,802 2,343,023 744,416,779

2017 年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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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摘要財務報表 

資產負債表 (續)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小結 總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流通紙幣 9,871,483

活期存款 150,476,623

定期存款 279,527,744 430,004,367

公共機構存款 94,358,337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9,203,874

外幣借款 146,058,778

債券借款 30,308,187

應付支票及票據 1,790,617

債權人 6,433,936

各項負債 1,060 193,796,452

內部及調整賬 7,784,373

各項風險備用金 4,072,883

營運資金 1,032,600

重估儲備 859,458

本年營業結果 2,636,826

總額 744,416,779

2017 年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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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摘要財務報表 

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金額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負債業務成本 7,140,147 資產業務收益 11,045,024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998,646

    職員開支 749,705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86,260

    固定職員福利 57,168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36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32,902 其他銀行收益 21,809

第三者作出之勞務 217,426 非正常業務收益 33,389

其他銀行費用 399,067

稅項 5,729

非正常業務費用 845

折舊撥款 78,225

備用金之撥款 507,084

營業利潤 2,996,866

總額 12,185,164 總額 12,185,164

營業賬目

借方 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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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摘要財務報表 

損益表 (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金額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歷年之損失 402,480 營業利潤 2,996,866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361,416 歷年之利潤 1,356

營業結果(盈餘) 2,636,826 特別利潤 20

備用金之使用 402,480

總額 3,400,722 總額 3,400,722

損益計算表

借方 貸方

 

 

本分行行長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核准並許可發出。 

行長   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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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澳門幣千元

經營活動

稅前利潤 2,998,242

調整非現金項目：
-     折舊 78,225

-     債券的貼現額及溢價攤銷 (139,317)

-     發行債券的貼現額攤銷 8,643

-     持有至到期日債券，可供出售及交易性金融資產利息收入 (1,126,930)

-     發行債務證券的利息支出 451,855

-     股息收入 (36)

-     聯營公司投資損益 12,325

-     貸款及其他資產損失淨計提 506,430

(208,805)

2,789,437

經營資產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     存放於同業的款項 (39,411,517)

-     澳門金管局金融票據 310,855

-     客戶貸款及墊款 (38,623,796)

-     澳門特區負債證明書 (446,129)

-     其他資產 (505,263)

(78,675,850)

經營負債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     同業存放款項 60,499,208

-     客戶存款 13,206,623

-     澳門特區紙幣流通額 206,956

-     其他負債 (1,407,486)

-     發行存款證 (5,345,641)

67,159,660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8,726,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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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澳門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8,726,753)

投資活動

已收股息 36

已收持有至到期日債券、可供出售及交易性金融資產利息 966,867

購入物業及設備 (42,054)

購入持有至到期日債券、可供出售及交易性金融資產 (24,395,741)

出售持有至到期日債券、可供出售及交易性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15,627,919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7,842,973)

融資活動

發行債務證券收到的款項 7,092,040

到期贖回債務證券 (1,757,250)

已付發行債務證券利息 (434,893)

上繳總行資金 (5,682,265)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782,3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減少 (17,352,094)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54,685,919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37,333,825

註：本分行持有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分析如下：

–庫存現金 3,155,971

–即時到期

     –存放於澳門金融管理局的款項* 9,389,909                

     –存放於同業的款項 38,977,586              

48,367,495

–有協定到期日的存放於同業的款項 84,812,963              

–澳門金管局金融票據 997,396                   

於6月30日本分行可即時變現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 137,333,825

*存放於澳門金融管理局的款項中已包括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的最低儲備要求澳門幣 

7,323,474 千元，這些最低儲備要求不可供本分行的日常業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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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表外資產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分行的或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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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客戶為此承擔的相應責任沒有記入資產負債表： 

2017 年

澳門幣千元

直接信貸替代項目 10,400,825

交易有關的或然債務 8,545,317

貿易有關的或然債務 1,601,192

其他承擔 98,667,549

119,214,883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管局」) 的規定，本分行為直接信貸替代項目、交易有

關的或然債務及貿易有關的或然債務提取 1% 之一般準備。此外，當有證據顯示代客

背書及協定不能全部收回時，本分行會提撥或然債務損失特別準備。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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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931,251 1,470,944 891,879 687,572

利率衍生工具 2,413,664 52,689 44,220 41,898

股票衍生工具 27,209 217 596 596

220,372,124 1,523,850 936,695 730,066

公允價值

分行管理層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二日核准並許可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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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重大關聯方交易 

 

(i) 與關鍵管理人員的交易 

本分行的關鍵管理人員 

2017 年

澳門幣千元

於1月1日 3,250

本期内新增貸款 8,676

本期内還款 (3,250)

本期內調整
(附註1) 57,853

於6月30日 66,529

附註 1：本期內關鍵管理人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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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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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重大關聯方交易 (續) 

 

 (ii) 與集團成員的交易 (續)  

於本期末與本分行進行的交易金額如下： 

與總行及海外

分行的交易金額

與聯營公司

的交易金額

與集團成員

的交易金額 總計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2017年

利息收入 2,067,790  - 388,890 2,456,680

利息支出 (1,014,822) (6) (242,659) (1,257,487)

管理費用 (24,039)  - (10,208) (34,247)

代辦業務佣金 8,018  - 149,895 157,913

其他收費及佣金收入 18,601  - 12,353 30,954

其他收費及佣金支出 (28,065)  - (65,108) (93,173)

669,190,371 (2,063) 144,000,695 813,18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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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存放於同業的款項 137,166,193  - 35,704,858 172,871,051

同業存放款項 (65,034,557)  - (19,206,656) (84,241,213)

客戶存款  - (9,577) (4,736,394) (4,745,971)

72,131,636 (9,577) 11,761,808 83,88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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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信貸風險管理 

 (i) 按地區分類的放款及放款承諾，債券投資及金融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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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局金融票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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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40,446 1,982,198 449,023

其中：

     - 銀行  -  - 2

     - 政府 30,100 1,982,198  -

     - 公共機構  -  -  -

     - 其他 240,910,346  - 449,021

香港 65,829,755 8,291,854 186,076

其中：

     - 銀行 241,488 1,285,769 138,383

     - 政府  -  -  -

     - 公共機構  -  -  -

     - 其他 65,588,267 7,006,085 47,693

中國大陸 130,705,565 47,544,681 301,596

其中：

     - 銀行 52,147,832 25,285,240 235,389

     - 政府  -  -  -

     - 公共機構  -  -  -

     - 其他 78,557,733 22,259,441 66,207

其他 42,234,194 11,722,646  -

其中：

     - 銀行 7,863,509 226,134  -

     - 政府  -  -  -

     - 公共機構  -  -  -

     - 其他 34,370,685 11,496,512  -

合計 479,709,960 69,541,379 936,695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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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信貸風險管理 (續) 

 (ii) 按地區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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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87,411 252,082 187,563

香港 44,691,805  -  -

中國大陸 106,943,543 390,062 151,011

其他 29,419,652 20,910 20,910

合計 381,042,411 663,054 359,484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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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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信貸風險管理 (續)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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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農業 1,154 254  -

採礦工業 563,472  -  -

製造工業

-    糧食及飲品 3,837,758 376,442 150,577

-    製衣 258,525 10,982 7,425

-    其他紡織品 19,075 791 316

-    皮革製品 7,435  -  -

-    傢俬 12,566  -  -

-    紙、印刷及出版業 420,146  -  -

-    玩具 41,058  -  -

-    機器、電器及電子製品 11,611,116  -  -

-    人造花 545  -  -

-    其他 (以上未提及) 23,743,618  -  -

電力、氣體燃料及水 7,100,351  -  -

建築及公共工程 40,514,362 68,663 68,663

批發及零售貿易 40,241,426 13,496 7,806

酒樓、餐廳、酒店及有關同業 21,068,083 1,331 1,331

運輸、倉儲及通訊 8,246,406  - 65,556

非貨幣金融機構 75,273,629 20,910 20,910

會展 8,717  -  -

教育 2,433,377  -  -

資訊科技 166,144  -  -

其他行業 13,657,832 14,407 877

個人貸款

-    個人房屋按揭貸款 82,413,488 1,816  -

-    信用卡餘額(具利息部份) 222,110 25,511 10,222

-    汽車貸款 3,928 2,739 2,739

-    其他個人貸款 49,176,090 125,712 23,062

381,042,411 663,054 359,484

2017 年

 
 

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本分行就客戶貸款及墊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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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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信貸風險管理 (續) 

 (iv) 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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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存現金 3,155,971  -  -  -  -  - 3,155,971

存放於同業

     的款項 80,879,492 47,050,116 68,379,388 54,278,514 13,451,448 7,739,744 271,778,702

澳門金管局

    金融票據  -  - 997,396 984,802  -  - 1,982,198

持有至到期日

    債券  -  -  -  - 2,060  - 2,060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 3,751,365 2,640,775 14,171,742 27,750,472 19,242,767 67,557,121

客戶貸款

    及墊款 30,095,641 7,208,891 16,718,415 64,616,496 78,548,349 183,854,619 381,042,411 

114,131,104 58,010,372 88,735,974 134,051,554 119,752,329 210,837,130 725,518,463

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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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信貸風險管理 (續) 

(iv) 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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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及同業結存 53,179,779 12,367,732 8,078,057 16,602,345  -  - 90,227,913

非銀行客戶存款 150,467,046 57,092,330 59,627,102 92,502,685 4,163,159 402,483 364,254,805

公共機構存款 3,824,390 16,349,067 20,867,712 50,760,996 2,556,172  - 94,358,337

聯營公司存款 9,577  -  -  -  -  - 9,577

總行及海外

    分行存款 12,412,615 3,716,288 22,841,560 13,315,777 8,493,994 4,254,323 65,034,557

債券借款  -  -  - 3,199,488 22,714,013 4,394,686 30,308,187

發行存款證  - 9,503,313 21,025,893 32,383,915 2,826,864  - 65,739,985

219,893,407 99,028,730 132,440,324 208,765,206 40,754,202 9,051,492 709,933,361

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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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信貸風險管理 (續) 

(v)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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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6個月) 402,436 0.10%

-     6個月以上至1年以下 (含1年) 35,385 0.01%

-     1年以上 225,233 0.06%

663,054 0.17%

逾期貸款及墊款的抵押品現值 198,780

逾期貸款及墊款的特別準備 359,484

澳門幣千元

 

(vi) 逾期其他資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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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6個月) 665 0.03%

-     6個月以上至1年以下 (含1年) 1,203 0.05%

-     1年以上 6,655 0.28%

8,523 0.36%

逾期其他資產的壞帳準備 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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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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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外匯風險管理 

澳門幣以外其他貨幣的長/(短)倉淨額情況如下： 

2017 年

澳門幣千元

港元 2,095,746

美元 103,751

人民幣 22,748

其他貨幣

    長盤 27,795

    短盤 (11,110)

 

按貨幣分類並高於或等於外匯風險總額 10% 之分析如下： 

2017 年

澳門幣千元

港元

現貨資產 201,950,039

現貨負債 (244,614,202)

遠期買入 44,759,924

期權倉盤淨額 (15)

長 / (短) 倉淨額 2,09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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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流動性風險管理 

(i) 平均流動性 

2017 年

澳門幣千元

每週平均可動用現金最低要求 10,393,869

每週平均可動用現金結餘 15,17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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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平均流動比率 47%

三個月平均流動比率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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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澳門幣千元

具償付能力資產 221,370,871

相關負債 548,475,507

具償付能力資產與相關負債的比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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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簡單平均計算。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訊息披露 

第 18 頁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財務訊息披露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其他 

 (i) 經營租賃承擔 

應付不可解除的經營租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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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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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 年

澳門幣千元

–  1年內 (含1年) 39,568

–  1年至5年 (含5年) 107,080

–  5年以上 97,854

244,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