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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澳門幣列示 ) 

資產 資產總值 備用金, 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值 

現金  18,242,772.82                                          -    18,242,772.82 

AMCM 存款 127,347,767.12                                          -    127,347,767.12 

應收賬項 27,412,320.20                                          -    27,412,320.20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43,596,953.17                                          -    43,596,953.17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96,174,557.63                                          -    196,174,557.63 

其他流動資產 206,372.63                                          -    206,372.63 

放款 2,051,120,190.91                                          -    2,051,120,190.91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764,035,400.00                                          -    764,035,400.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852,715,765.00                                          -    852,715,765.00 

股票, 債券及股權 378,885,758.74                                          -    378,885,758.74 

債務人 5,684,631.80                                          -    5,684,631.80 

其他投資 100,000,000.00                                          -    100,000,000.00 

財務投資 100,000.00                                          -    100,000.00 

設備 4,475,052.51 2,150,250.08 2,324,802.43 

遞延費用 37,687,727.24 3,795,700.61 33,892,026.63 

開辦費用 15,137,208.60 8,218,561.85 6,918,646.75 

未完成不動產 1,083,137.37                                          -    1,083,137.37 

內部及調整賬 62,226,173.56                                          -    62,226,173.56 

總額 4,686,131,789.30 14,164,512.54 4,671,967,2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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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續) 

(以澳門幣列示 ) 

 

負債 小結 總額 

活期存款 530,510,379.66                                             -    

定期存款 1,867,272,178.82                                             -    

公共機構存款 679,080,307.83 3,076,862,866.31 

本地信用機構存款 182,400,000.00                                             -    

外幤借款 729,517.70                                             -    

應付支票及票據    155,886.69                                             -    

債權人 3,675,633.83                                             -    

各項負債 346,018.00 187,307,056.22 

內部及調整賬                                             -    45,495,935.21 

各項風險備用金                                             -    22,400,000.00 

股本 1,200,000,000.00                                             -    

法定儲備 56,989,653.13                                             -    

自定儲備                                             -                                                -    

其他儲備 112,873.04 1,257,102,526.17 

歷年營業結果 82,299,567.48                                             -    

本年營業結果 499,325.37 82,798,892.85 

總額   4,671,967,2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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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續) 

(以澳門幣列示 ) 

 

備查賬 金額 

代客保管賬                                                               

-    

代收款 107,233,186.97 

扺押賬 1,146,522,062.22 

保證及擔保付款 57,001,941.18 

信用狀 7,818,440.82 

承兌匯票 6,619,953.93 

期貨買入 
                                                              

-    

期貨賣出                                                               

-    

其他備查賬 605,954,8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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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賬目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負債業務成本 42,745,590.59 資產業務收益 93,525,440.75 

人事費用                           -    銀行服務收益 16,882,474.45 

       董事及監事會開支 13,890,190.92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1,587,549.82 

       職員開支 19,094,458.53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9,252,033.67 

       固定職員福利 1,350,404.94 其他銀行收益 5,539,045.64 

       其他人事費用 451,632.94 非正常業務收益                             -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817,017.07 營業損失 6,744,112.68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25,424,429.35                               -    

其他銀行費用 2,059,688.26                               -    

稅項 164,600.00                               -    

非正常業務費用 207,987.00                               -    

折舊撥款 5,371,479.70                               -    

備用金之撥款 21,953,177.71                               -    

營業利潤 -                                 -    

總額 133,530,657.01 總額 133,530,6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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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損益計算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營業損失 6,744,112.68 營業利潤                             -    

歷年之損失                           -    歷年之利潤 3,290,260.34 

特別損失                           -    特別利潤                             -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    備用金之使用                            

3,953,177.71                            

營業結果(盈餘) 499,325.37 營業結果(虧損)                             -    

總額 7,243,438.05 總額 7,243,438.05 

 

 

首席執行官             執行董事 

 

                       杜淼淼                               王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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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背景 

 

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新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澳門，

其註冊辦事處位於蘇亞雷斯博士大馬路 323 號，中國銀行大廈 28 樓，”A-F”， 

銀行主要業務為提供金融，財務及其他相關的服務。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認為，直接控股公司為新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一家於葡萄牙里斯本註册成立的银行，而最終控股公司為 

FundodeResolução，一間在葡萄牙成立的決議基金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將其在本行的 26％及 49％股權轉讓予

立橋控股有限公司及另六間於澳門註册成立的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九月，新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將其在本行 2%股權轉讓予立橋控股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認為本行並無直接控股公司或最终控股

公司。 

 

本財務報表經由董事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召開並對相關報告作出批准，

由杜淼淼女士和王露女士代表董事會簽署相關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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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報告摘要 
 

澳門經濟數據 

2018 年澳門全年經濟實質增長 4.7%，增長步伐明顯放慢。經濟動力源自服務出

口及私人消費上升，上半年增長為 7.6%，下半年則收窄至 2%。 

 

2018 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為 4403 億澳門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 666,893 澳門

元（約合 82,609 美元）。 

 

綜觀2018年，澳門內部需求表現欠佳，按年收縮1.7%，由於私人建築投資大幅

減少，拖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錄得12.5%按年跌幅。但另一方面，總就業人數與

工作收入上升，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推動私人消費、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及貨物

進口分別上升4.5%、3.8%和4.7%，抵銷了投資減少的影響。外部需求溫和增長，

澳門入境旅客和消費上升，支持服務出口按年增加9.4%，貨物出口增長11%。 

 

2018年澳門貨物及服務淨出口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上升至50.5%，較2017年增

加3.5個百分點。相反，內部需求所佔比重則減少3.5個百分點至49.5%。 

 

銀行工作概要 

2018 年為銀行完成股權轉讓後第一個財政年度，銀行發展肩負完成自身基礎設

施建設及對外開展業務擴張、打響市場知名度的重任。 

 

在 2018 年度中，銀行的首要經營目標為發展壯大資產規模，發展客戶關係，吸

納公眾存款。銀行在維繫原有業務和客戶關係的基礎上，積極在對公領域開展

存貸款、貿易融資等傳統銀行業務，各項業務指標實現快速增長，客戶類型覆

蓋政府基金、金融同業、公用事業機構、旅遊娛樂、建築工程、貿易及零售等

多個領域。 

 

與此同時，銀行的零售業務也正式起步，首間分行於 2018 年 7 月起正式開業。

銀行在年內陸續向市場推出多款存貸款產品，借記卡、手機銀行、網上銀行、

自動轉賬等服務陸續上線，不斷豐富完善銀行的產品和服務體系。 

 

2017 年完成更換銀行核心系統後，銀行的日常業務運作得到了保障。但對於發

展新業務產品的要求，還需要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作為支撐。以銀行目前

的規模和資金實力，並不適合在本地市場與大型銀行在傳統業務領域進行競爭，

而應致力於向輕資產交易型銀行、創新智慧型銀行發展，以金融科技作為技術

支撐，以發展多元金融業務合作為目標。銀行為確保長遠發展，投入了大量資

金建立或採購系統和服務，包括為擬在 2019 年推出市場的信用卡、銀證服務、

保險代理、財政繳費繳稅系統等相關銀行和金融服務實行了前期調研和系統開

發投入。年內銀行將會陸續開展更多電子銀行服務，包括與銀聯及 VISA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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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摘要(續) 

 

信用卡發卡業務、與 JETCO 合作發展跨銀行提現服務，以增強澳門本地網絡，

提供優質銀行服務予廣大客户。 

 

同時，銀行進一步招攬人才，擴充團隊，適應日益增大的業務和管理需求。 

 

2018年銀行業绩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立橋銀行總資產達46.7億澳門元 (以下簡稱元)。存款規

模達30.8億元，比2017年度5.8億元，增長428.2%，其中定期存款約25.5億元，

活期存款約5.3億元；貸款方面，總規模達到20.5億元，按年上升約457.4%。年

底的貸存比為66.7%。 

 

因應業務需要，年內股東將資本金由2億元增加至12億元。在2018年第四季度，

立橋銀行股東完成本年第二次增資，資本金從澳門幣5億元增加至12億元，大大

提升銀行的資金實力，為未來拓展業務提供了穩固的基礎。截至12月底資本充

足率為43.89%，符合監管要求。1個月及3個月流動性比率分別為133.3% 及 

165%，均高於監管要求55%的標準。 

 

存貸款業務同步增長，本行於 2018 年全年錄得凈利息收入約 5,078 萬元，比去

年同期上升 278.3%。隨著總體資產業務增長，銀行手續費及貸款相關費用收達

2,195 萬元，較往年上升約 481.3%。銀行收益正穩步增長。 

 

費用方面主要包括人事費用、租金及營運費用開支。銀行正在穩步擴展，增設

分行及不斷擴展業務。為應付需求，本年員工人員較去年增加 37 人至 56 人，

導致人事費用開支增加 1,614 萬元，大幅上升 86.6%。第一所分行已於本年 7 月

1 日正式投入服務。第二所分行亦於 2019 年 1 月 14 日開幕。營運費用開支方面，

主要是為支付新系統維護費及分行的租金。本行於 2018 年的貸款撥備共提取

2,195 萬元，貸款準備金總額達至 2,240 萬元。其他各項開支均錄得相應增加，

令總數較去年大幅增加約 2,696 萬元，增幅達 67.70%。 

 

綜合上述各項因素，得益於資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業務擴張，以及有效的資金

運用，立橋銀行從 7 月份起實現單月盈利，並在 12 月底實現全年盈虧平衡，錄

得淨盈利澳門幣 49.9 萬元。換言之，立橋銀行於 2018 年正式扭虧為盈，盈利

能力隨著存貸款規模不斷上升將逐漸顯現。 

 

 

 

 

 

 

 

 



 

11 

董事會報告摘要(續) 

 

收益使用方案 

 

根據法律規定與公司章程，董事會向股東會提議，2018 年 12 月 31 日完成的淨

收益 499,325（肆拾玖萬玖仟叁佰貳拾伍元）澳門幣按以下方式使用： 

 

法定準備金(a)：  99,865 澳門幣 

 

留存收益：  399,460 澳門幣 

 

(a)與現行法律和公司章程所規定的淨收益 20%相一致 

 

 

 

董事會 

澳門，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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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意見書 

 

 

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及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賦予的有關職責，本監事會

現提交工作報告，並就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呈交的截至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止之年度報告、資產負債表及賬目發表意見。 

董事會報告書準確並充分地反映了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一八年財政年

度的財政和經濟狀況及業務發展。 

本監事會已完成審查並就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為止之年度賬目及會計記錄之合規情況。 

根據審查之結果，本監事會相信董事會報告書公平地表達銀行之業務活動，而

賬目亦符合法律及章程條款。 

基於上述的審查及結論，本監事會的意見如下： 

1.  同意接受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發出的外部核數師報告，適合呈交股東會審批； 

2.  同意董事會有關溢利分配之建議。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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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機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許楚家  (股東會主席) 

楊茲誠  (股東會主席團秘書) 

王露  (股東會主席團秘書) 

 

董事會 

章晟曼  (董事會主席) 

許楚家 (董事) 

陳華 (董事) 

顏婉明 (董事)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董事) 

杜淼淼 (董事 – 委任日期 15.11.2018) 

張晨  (董事) 

王露  (董事) 

Artur Jorge Teixeira Santos   (董事 – 委任日期 1.6.2018) 

韓衛明 (董事 – 委任日期 30.6.2018) 

蘇誠信 (董事 – 委任日期 30.6.2018) 

謝湧海 (董事 – 委任日期 30.6.2018) 

林文傑 (董事 – 離職日期 27.4.2018)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董事 – 離職日期 8.3.2018) 

黃光海 (董事 - 離職日期 16.01.2018) 

 

執行委員會 

杜淼淼 (執行委員會成員 – 委任日期 15.11.2018) 

張晨 (執行委員會成員) 

王露 (執行委員會成員) 

Artur Jorge Teixeira Santos   (執行委員會成員 – 委任日期 1.6.2018)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執行委員會成員 – 離職日期 8.3.2018) 

 

監事會 

吳文拱 (監事會主席 – 委任日期 31.3.2018) 

陳曉春 (監事會主席 - 離職日期 16.01.2018) 

黃顯輝 (監事會成員) 

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 (由莫子銘代表) (監事會成員) 

  



 

14 

本行持有超過有關資本百分之五或超過自有資金百分之五之出資的

有關機構 

  

 

 

 面值 1,000 澳門元的普通股 

 持股量 百分率 

   

歐洲私人服務 (澳門) 有限公司 400 25% 

 

 

立橋銀行主要股東 

立橋控股有限公司                       44.7% 

京銀(澳門)控股一人有限公司                          15% 

兆達投資有限公司                           15% 

晟曼投資一人有限公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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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管治報告 

 

本行肩負管理職能的機構如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許楚家  (股東會主席) 

楊茲誠  (股東會主席團秘書) 

王露  (股東會主席團秘書)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成員包括持有 100 股或以上本行股份的股東。至於該執行

委員會依法作出的決議，全體成員不論本身所持股份數目，均須強制執行。 

 

該執行委員會通常在每年三月底召開會議，商討對上年度的董事會和監事會的

報告書和賬項、舉行選舉 (如有必要) ，以及商議法律所需的其他事宜。 

 

董事會 

章晟曼  (董事會主席) 

許楚家 (董事) 

陳華 (董事) 

顏婉明 (董事) 

Paulo Jorge Fernandes Franco  (董事) 

杜淼淼 (董事 – 委任日期 15.11.2018) 

張晨  (董事) 

王露  (董事) 

Artur Jorge Teixeira Santos   (董事 – 委任日期 1.6.2018) 

韓衛明 (董事 – 委任日期 30.6.2018) 

蘇誠信 (董事 – 委任日期 30.6.2018) 

謝湧海 (董事 – 委任日期 30.6.2018) 

林文傑 (董事 – 離職日期 27.4.2018)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董事 – 離職日期 8.3.2018) 

黃光海 (董事 - 離職日期 16.01.2018) 

 

董事會 

 

董事會負責監督本行各項事務和權益的行政管理事宜。董事會成員最少三名。

董事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 統籌本行業務； 

• 成立本行組織單位，並批准對組織單位的規管； 

• 審議成立執行委員會 (成員最少三名) 事宜；界定其權限、職權和運作方

式；以及授權管理業務及運用相應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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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管治報告 (續) 

• 編制賬目以供提交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省覽，及向監事會呈交法律所需

的一切文件；及 

執行各項達致本行業務目標的工作以及依法所指派的一切其他職務 

 

監事會 

吳文拱 (監事會主席 – 委任日期 31.3.2018) 

陳曉春 (監事會主席 - 離職日期 16.01.2018) 

黃顯輝 (監事會成員) 

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 (由莫子銘代表) (監事會成員) 

 

監事會 

 

監事會成員由至少三(3)名成員組成，其中一 (1) 名須為註冊核數師。監事會的

職責包括： 

 

• 緊密監察本行管理層； 

• 確保遵守法規和公司章程； 

• 審查賬簿和會計紀錄；  

• 履行法律和公司章程所訂的其他責任；及 

 
編制監事會年報，並就董事會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結算表以及董事會的溢利分

配建議等事項發表意見。 

 

執行委員會 

杜淼淼 (執行委員會成員 – 委任日期 15.11.2018) 

張晨 (執行委員會成員) 

王露 (執行委員會成員) 

Artur Jorge Teixeira Santos   (執行委員會成員 – 委任日期 1.6.2018) 

José Manuel Trindade Morgado  (執行委員會成員 – 離職日期 8.3.2018) 

 

執行委員會 

 

董事會轄下執行委員會 (「執委會」) 負責建立及維持足夠和有效的內控系統與

風險管理系統。同時，執委會也獲賦予所需權力，以展開和管理本行的日常銀

行和相關業務。 

 

在建立及維持足夠和有效的內控系統與風險管理系統方面，執委會不單要界定

系統的基本原則和目標 (本行的策略和政策須納入其中) ，還要確保全體僱員加

以遵守，並確保本行經營業務時隨時都具備所需能力和資源以嚴格遵守內控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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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管治報告 (續) 

 

執委會也負責在充足的全面控制環境架構當中建立及維持堅固的風險管理系統。

在高效資料和通訊系統及有效監察過程的相輔相成下，風險管理系統可保證本

行的內控系統得以充分和收效。執委會須設定客觀風險承受能力、確立全局和

特定的風險承擔額，以及批准監察風險承擔額所需的程序，從而確保符合既定

的風險承擔額。 

 

執委會定期開會檢討本行的管理和業績表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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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管治報告 (續) 

 

組織架構圖 

 

 

 

 

 

 

 

 

 

 

 

  

市場宣傳及公共

關係部
皇朝分行

資金部

（資金交易）

副行長 副行長

法律與合規部 風險管理部
人力資源及行

政部

資金部

（同業關係）

葡語系國家業務

部
會計財務部 內審

執行董事

副行長

執行董事

副行長

執行董事

副行長

合規官

副行長

執委會辦公室

企業銀行部 營運部葡京彎分行信息技術部

股東會

提名及薪酬委

員會
監事會

董事會

審計與合規委

員會

資產負債管理

與風險委員會

營運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

資產委員會

風控委員會

合規反洗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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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金流量表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以澳門幣計 ) 

除稅前溢利   499,325 

調整項目：    

折舊和攤銷   5,371,480 

攤銷證券投資折扣   198,954 

處置固定資產損失   91,043 

貸款減值回撥   21,953,178 

匯兌損失   472,186 

固定資產減值損失   - 

其他應收款減值費用   - 

   _______________

28,586,166 

    

存放於澳門金融管理局之最低要求存款額的增加   (32,230,097) 

發放貸款及墊款的增加   (1,687,098,311)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放本地同業款項

的減少 

  94,200,000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放外地同業款項

的增加 

   

(138,655,565)  

應收利息及其他資產的增加   (82,286,278) 

銀行同業及客戶之活期存款的增加   471,033,985 

銀行同業及客戶之定期存款的增加   2,206,246,391 

其他負債的增加   2,124,429 

其他應付款項的增加   24,873,918 

   ______________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886,794,638 

    

已繳澳門所得補充稅淨額 

 

  - 
-------------------- 

經營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886,794,638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機器及設備   (22,269,447) 

購買債務證券   (352,002,569) 

   ______________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374,272,016)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吸收發行股份收到的現金   1,000,000,000 

   ______________ 

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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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增加   1,512,522,622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2,001,93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64,524,5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分析    

    

庫存現金   18,242,772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內之存放於澳門

金融管理局之款項 

  127,347,767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內之存放於本地

信用機構之款項 

  239,771,511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內之定期存放本

地同業款項 

  803,735,400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內之定期存放外

地同業款項 

  714,060,200 

減：存放於澳門金融管理局之最低要求

存款額 

  (38,633,097) 

    

現金流量表中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864,52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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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 (衍生工具交易除外)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的或有負債及未償付承擔如下： 

(a)  

在結算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未償付項目 (合約金額 )                               (以澳門幣計 ) 

   

已發出的銀行保證  57,001,941 

抵押賬  1,146,522,062 

信用證  14,438,395 

未動用信貸  605,954,826 

代收款  107,233,197 
 

   

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本行為代客背書及協定提取 1% 的一般準備。此外，

當有証據顯示代客背書及協定不能全部收回時，本行會提撥或有債務損失的特

別準備。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根據經營租賃在日後應付的最低租賃付款

總額 (以澳門幣計) 如下： 

   

一年內  2,070,42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10,030 

  
  

  2,380,450 

  
  

4 衍生工具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以外的計息金融工具名義金額如下： 

 名義金額  

(澳門幣) 

信貸風險 

加權金額  

(澳門幣) 

   

外幣掉期 - - 

外幣遠期合約 - - 

 
    

這些合約的名義金額指仍未完成的交易量，但並不代表所承受風險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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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計政策 

(a) 收入確認 

利息收入按應計基準記入收益表，但呆賬的利息則撥入懸欠利息賬內，並在資

產負債表的相關結餘中扣除。 

服務費及傭金收入在賺取期間確認。如服務費是彌補持續為客戶提供服務的成

本或承受風險而收取或費用性質為利息，則在有關期間按時間比例計算而確認

入賬。 

(b) 股份、債券及其他證券 

普通股按購入成本或公平市值兩者中較低者估值。 

債券及其他證券有固定或可確定付款金額及有固定期限，而本行有明確意向和

能力持至到期日。債券及其他證券按購入成本在資產負債表入賬，並會因應攤

銷收購所產生的溢價或折讓而調整。有價證券如低於購入成本，則以市場的報

價估值。 

 (c) 金融投資 

附屬公司投資 

附屬公司是指受本行控制的公司。控制是指本行有權直接或間接支配一家公司

的財務和經營政策，並藉此從其業務中取得利益。附屬公司投資是按成本減去

永久減值準備後入賬。本行按已收取及應收取的股息計算應佔附屬公司業績。 

聯營公司投資 

聯營公司是指本行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 50% 但達到 20% 或以上投票權的公司。

儘管本行並無行使控制權，但視之爲一項永久投資，並基於聯營公司的業務與

本行業務類似或互為補足而持有。聯營公司投資是按成本減去準備後入賬。本

行按已收取及應收取的股息計算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d) 客戶貸款及墊款 

(i) 本行須就客戶貸款及墊款提撥呆壞賬一般準備和特別準備。 

(ii) 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本金或利息逾期超過 3 個月的所有墊款均歸類為不履

約墊款。根據澳門金管局第 18/93-AMCM 號通告的規定，本行須按貸款及墊款

的賬面金額與可收回數額之間的差額提撥呆壞賬特別準備。可收回數額包括估

計從保證人及從出售貸款抵押品所得的現金。呆壞賬一般準備為不少於在結算

日逾期不超過三個月的貸款及墊款總值的 1% 。準備的變動於損益表內確認。

當貸款沒有合理的期望收回時，該項貸款會被撇銷。從已撇銷貸款收回的數額

在損益表內確認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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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計政策(續) 

(d) 客戶貸款及墊款 (續 ) 

(iii) 不履約貸款不再累算利息收入，但有關利息收入則記入備查賬內。其後收到的

數額會先與未償還貸款本金抵銷。當貸款本金全數償還後，尚餘所收到的數額

才確認為利息收入。 

(iv) 在追收不履約貸款的過程中，本行可通過法律程序或由借款人自願交出而收回

抵押資產作抵償。為實現有序的變現，取代墊款而購入的抵押資產會重新分類

入其他賬項。所購入的資產以取代當日出售墊款的賬面值入賬。本行會在有需

要時為所購入資產的預計公允價值和賬面金額的差異提撥準備。 

(e) 設備及其他固定資產 

設備及其他固定資產以成本減折舊列賬。折舊是按該等設備及固定資產的預計

可用年限 (如下所示) 以直線法沖銷其成本提撥準備： 

− 傢具、固定裝置及設備                                                                        5 至 10 年 

− 電腦設備                                                                                                          4 年 

− 汽車                                                                                                                  5 年 

− 租賃資產改良工程                                                                                          6 年 

− 系統開發                                                                                                 3 至 10 年 

− 安装费用                                                                                                          3 年 

 

 (f) 遞延費用 

遞延費用包括本行的租賃物業及所購置的電腦軟件的安裝開支，並以直線法在

三年內攤銷。未經審核資料  

 (g) 外幣換算 

年內，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匯率折算為澳門幣。以外幣為單位的貨幣性資產及

負債按結算日的匯率折算為澳門幣。由此產生的匯兌損益則計入收益表內。 
 

以原值成本列賬但以外幣為單位的非貨幣性資產及負債按交易日的匯率折算為

澳門幣。以外幣為單位及按公平價值列賬的非貨幣性資產及負債按釐定其公平

價值日的匯率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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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計政策 (續) 

(h) 經營租賃 
 

當本行使用經營租賃資產，除非有其他更具代表性的基準以衡量從該等經營租

賃資產獲得利益的模式，其租賃付款按該租賃期所涵蓋的會計年期以等額分期

記入收益表。經營租賃協議所涉及的激勵措施均在收益表中確認為租賃淨付款

的組成部分。或有租金在其產生的會計期內在收益表支銷。 

以經營租賃持有土地的收購成本是按直線法在租賃期內攤銷，但劃歸為投資物

業的物業除外。 

(i) 現金等價物 

現金等價物是指短期高流動性的投資。這些投資可以隨時換算為已知的現金

額、價值變動方面的風險不大，並在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 

 (j) 作資產及負債管理用途的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金融衍生工具 

利率衍生工具所得利息在收益表內確認為期內已收或應收或已付或應付的利息

收入或支出。因結算或重新換算外幣衍生工具所產生的損益在產生期間記入損

益表。金融衍生工具列作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項目。 

 (k) 所得稅 

當期稅項是按當年利潤估計的應評稅項，按在結算日已施行或實質上已施行的

適用稅率，加上以前年度的應付稅款調整計算。 

遞延稅項是以資產負債表負債法按財務報表的資產及負債賬面金額與計稅用的

金額之間的所有暫時性差異計提準備。遞延稅項數額是根據資產與負債賬面值

的預期變現或結算情況及在結算日已施行或實質上施行的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資產只限於很可能在未來賺取能利用這些資產的效益來抵扣的應課稅

利潤的情況下才會確認。若相關的稅務利益不再可能實現，則須減低遞延稅項

資產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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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計政策 (續) 

(l) 關聯方 

就本財務報表而言，關聯方包括： 

(i) 個人或該人的近親，條件是該等人士： 

(1) 控制或共同控制本行;  

(2) 對本行有重大影響力;  

(3) 持有本行認可股權;  

(4) 是本行或本行母公司的董事會或監事會的成員; 或 

(5) 是本行或本行母公司的關鍵管理人員 (上述第 (4) 項所認定的董事會

或監事會的成員除外) 。 

(ii) 企業實體，條件是： 

(1) 該實體與本行隸屬同一集團 (即各母公司、附屬公司和同系附屬公司

彼此間有關聯) 。  

(2) 該實體持有本行認可股權 。 

(3) 該實體是本行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或本行所屬集團旗下成員公司

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  

(4) 本行是該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或該實體所屬集團旗下成員公

司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 

(5) 該實體與本行是同一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6) 該實體是第三方的合營企業，而本行是第三方的聯營公司。 

(7) 本行是第三方的合營企業，而該實體是第三方的聯營公司。  

(8) 該實體受到上述第 (i) 項內所認定人士控制或共同控制。 

(9) 上述第 (i)(1) 項內所認定人士對該實體有重大影響力或是該實體 (或

該實體母公司) 的關鍵管理人員。 

(10) 上述第 (i)(4) 項內所認定人士是該實體 (或該實體母公司) 的關鍵管理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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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聯方交易 

 (a) 針對關聯方的貸款政策    

本行循日常業務與關聯方進行多宗交易。當中包括存款和外幣交易。這些交易

皆按商業條款及市價訂立。   

本行針對關聯方的貸款政策如下： 

 (i) 對於直接或間接持有本行認可股權的任何人士、個人或企業，或該人士所

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公司而言，本行所承擔的風險總額在任何時間均不會超

出本行自有資金的 20% ； 

(ii) 對於上文第 (i) 項所述的所有持有認可股權的人士及公司而言，本行所承

擔的風險總額在任何時間均不會超出本行自有資金的 40% ； 

(iii)  上文第 (i) 及 (ii) 項所述的交易須徵得全體董事的批准以及監事會的贊同

意見，並須在批准日起計十 (10) 天內知會澳門金管局有關交易條款； 

(iv) 本行不會在下列超出額度情況下承擔風險： 

(1) 以本身股份作抵押； 

(2) 對於董事會或監事會的成員、其配偶 (司法上不屬分居或並非基於分

別財產制而結婚) 、子女、父母、繼子女、繼父母、女婿、媳婦、配

偶父母或該等人士所控制的公司或董事會或監事會所屬公司而言，風

險承擔總額超出本行自有資金的 10% ； 

(3) 對於上文第 (2) 所述的各個實體而言，風險承擔額超出本行自有資金

的 1% ；及 

(4) 對於各個員工而言，風險承擔額超出該員工的年度總淨收入。 

(v) 如果信貸計劃供有關受益人置業之用，並以獲獨立估值師評估和以本行名

義登記的真正擔保作抵押，上文第 (iv) (2) 和 (iv) (4) 所述的風險承擔額可

能超出所定額度。 

年內，關聯方交易量、年終結欠及相關收支如下：  

(b) 與關鍵管理人員的交易 

本行的關鍵管理人員 

除本財務報表另有披露的交易和結餘外，本行還向所屬關鍵管理人員提供商業

銀行服務。該等商業銀行服務是循日常業務提供，而所訂條款大致跟與同等信

用水平的人士或 (如適用) 其他僱員進行可資比較的交易時所提供的條款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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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聯方交易 (續) 

(c) 與集團成員的交易 

年內，本行與關聯方依循日常銀行業務 (包括貸款、承兌、存放銀行同業存款、

代理銀行交易及發出擔保等) 訂立交易，並按交易時的有關市價定價。   

本行於本年度與關聯方進行交易的金額 (以澳門幣計) 如下： 

本年度與關聯方進行交易的金額  (以澳門幣計) 

利息收入  3,295,927 

利息支出  (6,100) 

   

  本行於結算日與關聯方交易往來的結餘 (以澳門幣計) 如下： 

本行於結算日與關聯方交易往來的結餘  (以澳門幣計) 

資產：   

   

外地信貸機構存款  - 

往來賬戶  - 

貸款 

雜項應收賬款 

 

 

92,700,000 

外地信貸機構活期存款  - 

應收利息  395,880 

   

負債：   

   

定期存款  - 

定期客戶存款  - 

活期存款  21,224,224 

應付利息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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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本 

(a) 股本 

   

法定、已發行及繳足 (以澳門幣計) ：   

   

1,200,000 股每股面值澳門幣 1,000 元的股份  1,200,000,000 

 

 

   

(b) 資本管理 

本行奉行政策以維持雄厚的資本，藉此支持本身的業務發展及符合澳門金管局

的法定資本規定。 除要達到澳門金管局所訂要求外，本行管理資本的主要目的

在於保障本身能夠持續經營，從而可繼續為股東提供回報。方法是根據特定風

險承受能力分配資本到不同的業務範疇和部門，並不斷衡量和監察業績表現。

因此，資本與資本分配對有關策略舉足輕重，原因是資本乃投資者對投資本行

所預期回報的目標所在，另外也因爲本行須就作爲資源的資本遵守監管規定。 

本行按照澳門金管局的規定計算監管資本和資本要求 (信貸風險、市場風險及營

運風險) 。本行設有內部資本評核程序，以確保有足夠資本滿足監管資本規定以

及承受本行現有和未來業務所附帶的額外重大風險。本行會因應影響本身的經

濟情況轉變而調整資本結構，但以不抵觸董事對本行的受信責任爲限。 

在資本管理方面，本行與時並進。本行會編制財務計劃、按月監察各項資本比

率以應付監管要求、以及預先制定所需合適步驟以達致所定目標。由於本行是

某大型集團成員，所以本行的新增資本來源及剩餘資本分配政策也可能受到集

團的資本管理目標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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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本 (續) 

(b) 資本管理 (續 ) 

本行定期檢討資本結構，並在管理資本結構方面充分顧及所屬集團的資本管理

常規。 

(i) 自有資金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的自有資金達澳門幣 13 億 6 仟 2 佰 3

拾萬元。該筆自有資金按核心資本和附加資本兩者之和減去須予扣除項目 

(如有) 金額計算。 

 

自有資金的組成部分                                                                            (以澳門幣計)  

   

股本  1,200,000,000 

法定儲備  56,989,653 

其他儲備       112,873 

保留盈利  82,299,568 

年度溢利  499,325 

   

核心資本總額  1,339,901,419 

   

一般準備 / 附加資本總額  

 

22,400,000 

   

自有資金總額  1,362,30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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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本 (續) 

(b) 資本管理 (續 ) 

(i) 自有資金 (續) 

本行的核心資本包括下列各項： 

− 繳足股本是指 1,200,000 股法定、已發行和繳足股本。除這些作爲認

可資本的權益股本以外，本行並無其他資本工具。 

− 法定儲備是每年按照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從溢利劃撥作非分派

儲備。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規定，須在隨後每年從稅後溢利中

劃撥不少於 20% 的金額作爲有關儲備，直至該儲備達到本行的已發

行股本的一半爲止；之後，每年從稅後溢利中劃撥 10% 的金額作爲

有關儲備，直至該儲備相等於本行的已發行股本。 

− 其他儲備是指一次性轉移以往年度的保留利潤。 

− 保留盈利是指累計未分派溢利 (已扣除按照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

劃撥的法定儲備) 。年度溢利是指在有關期間所賺取的收入。 

本行的附加資本是指按照澳門金管局的一般準備規則所計算的法定儲備 

(參閲附註 5 d (ii)) 。 

(ii) 償付能力比率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的償付能力比率維持在 43.89% 的水

平，而澳門金管局的最低監管要求則定於 8% 的水平。償付能力比率是以

本行的自有資金 (按信貸風險、市場風險和營運風險之加權承擔額三者之

和的百分比計) 計算。償付能力比率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第 011/2015-AMCM

號通告的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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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貸風險管理 

信貸風險是指本行因交易對方未能履行合約責任而承受的財務損失風險，並主

要源於本行的客戶貸款和墊款以及債務證券和流通證券投資。本行訂有信貸政

策，並會持續監察信貸風險，以符合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七章信貸機

構風險承擔審慎規則。 

在客戶貸款和墊款方面，本行對所有信貸客戶實施個人信貸評估。過程當中，

會集中評估客戶的過往付款記錄及目前的支付能力，也會顧及客戶個別資料及

客戶業務所在的經濟環境。本行通常要求客戶提供抵押品。 

客戶貸款和墊款如有本金或利息逾期未付，則按澳門金管局第 18/93-AMCM 號

通告的規定劃歸為逾期貸款。逾期賬戶另再按照逾期天數劃歸為以下組別： 

• 第一組別 − 三個月內； 

• 第二組別 −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或等於十二個月； 

• 第三組別 − 十二個月以上但少於或等於十八個月； 

• 第四組別 − 十八個月以上。 

在客戶貸款和墊款方面，本行須根據澳門金管局第 18/93-AMCM 號通告的規定

提撥呆壞賬的一般準備和特殊準備。 

(i) 每季末， 須就第二、三和四各組別的逾期賬戶分別提撥 40% 、80% 和

100% 的最低特殊準備 (按各自結餘 (已扣除現有正式有形抵押品的可變

現值) 計算) ， 

(ii) 至於在結算日未逾期三個月以上的貸款和墊款，一般準備則維持在不少

於貸款和墊款總值的 1% 水平。 

準備的變動於損益表內確認。當貸款沒有合理的期望收回時，該項貸款會被撇

銷。從已撇銷貸款收回的數額在損益表內確認為收入。 

本行所有放款業務和信貸風險承擔必須符合澳門金融管理局的一貫信貸政策。 

本行的信貸組織結構已經董事會批准，而後者就界定信貸風險管理政策提供策

略指引。 

至於本行內部各項信貸審批權，董事會已授權執委會行使。 

執委會及/或執委會成員在獲授權情況下行使決策權。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客戶貸款和墊款為正常水平，並未有逾期情況。

本行計提了澳門幣 2,240 萬元的一般準備，而這水平符合了澳門金管局的最低

儲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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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貸風險管理 (續) 

債務證券和流通證券投資在認可證券交易所報價，而交易對手的信貸評級良好。

此外，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對手信用昭著。鑒於投資交易對手信譽良好，管理

層預期不會出現違約情況。因此，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並無減

值損失入賬。 

 

(a) 按地區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分析 

 

地區 客戶貸款及 

墊款總額 

(澳門幣) 

逾期多於 3 個月 

的貸款及墊款 

(澳門幣) 
   

澳門特區 211,195,754                               - 

 -------------------- -------------------- 

   

   

香港 1,268,730,934 - 

 -------------------- -------------------- 

 
 

 
 

開曼群島 80,892,634 - 

 -------------------- -------------------- 

   

   

中國 395,794,051 - 

 -------------------- -------------------- 

   

   

台灣 1,600,000 - 

 -------------------- -------------------- 

   

   

維珍群島 92,700,000 - 

 -------------------- -------------------- 

   

   

其他 206,818 - 

 -------------------- -------------------- 

合計 2,051,120,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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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貸風險管理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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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按地區分類的債務及其他證券投資分析 

   

地區  投資總額 

  (澳門幣) 

   

香港特區  225,989,236 

  ------------------- 

其中：   

− 銀行  104,993,236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其他  120,996,000 

 

英國 

  

13,875,513 

  ------------------- 

其中：   

− 銀行  13,875,513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其他  - 

 

荷蘭 

  

13,875,514 

  ------------------- 

其中：   

− 銀行  -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其他  13,875,514 

 

中國 

  

104,545,496 

  ------------------- 

其中：   

− 銀行  104,545,496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其他  - 

 

澳門特區 

  

20,600,000 

  ------------------- 

其中：   

− 銀行  20,600,000 

− 政府 / 公營機構  - 

− 其他  - 

 
   

 
  

合計  378,88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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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貸風險管理 (續) 

(c) 按行業分類的風險承擔額 

下表是按貸款所投放行業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分析資料。 

 

  

客戶貸款及 逾期多於 

墊款總額 3 個月的 

(澳門幣) 貸款及墊款 
 

(澳門幣) 

批發和零售業 72,355,768 - 

金融投資 144,715,000 - 

製造業 138,128,472 - 

商業銀行 35,613,711 - 

建築及公共工程 2,000,000 - 

貿易 241,155,061 - 

食肆、酒店和相關業務 5,987,936 - 

租賃和商務服務 134,665,585 - 

個人貸款 1,276,498,658 - 

  2,051,120,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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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貸風險管理 (續) 

(d) 資產及負債按尚餘期限劃分的分析 

下表是根據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合約到期日止之間的尚餘期間劃分的期限分析： 

 
        

   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即時到期 三個月以內   超過三個月
但少於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
但少於一年 

一年至五年 多於五年  總計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存與銀行貸款及墊款 385,362,050 1,715,578,165 1,173,000 - - -  2,102,113,215 

債務證券投資 - - - - - 378,885,759  378,885,759 

發放貸款及墊款 104,291,332 1,057,927,552 514,912,192 172,664,314 148,115,415 30,809,386  2,028,720,191 

應收利息 634,963 32,975,924 9,666,967 3,874,676 - -  47,152,530 

其他資產 31,406,450 2,580,566 822,415 1,228,465 481,300 1,215,400  37,734,596 

 
               

金融資產總額 521,694,795 2,809,062,207 526,574,574 177,767,455 148,596,715 410,910,545  4,594,60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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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貸風險管理 (續) 

(e) 資產及負債按尚餘期限劃分的分析 (續 ) 

 

         

   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即時到期 三個月以內   超過三個月但少
於六個月 

超過六個月但少
於一年 

一年至五年 多於五年  總計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負債         

         

活期存款     531,239,897 - - - - -  531,239,897 

定期存款 409,276 1,419,076,267 517,515,197 551,826,948 239,794,799 130,000  2,728,752,487 

應付利息 44,040 12,496,648 5,937,033 5,129,045 6,728,369 346  30,335,481 

其他負債 521,988 7,483,736 51,500 - - 2,083,839  10,141,063 

 
               

金融負債總額 532,215,201 1,439,056,651 523,503,730 556,955,993 246,523,168 2,214,185  3,300,468,928 

 
               

         

流動資金缺口淨額 (10,520,406), 1,370,005,556 3,070,844 (379,188,538) (97,926,453) 408,696,360  1,294,137,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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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貸風險管理 (續) 

(f) 已逾期資產的分析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无逾期多於三個月的資產。 

 

9 市場風險管理  

市場風險源自資產負債表內外的利率、匯率、股票及商品市場價格的變動以及本行

因損益或儲備所產生的變動。 

本行因持有外幣計價的金融資產和負債以及計息金融工具和權益金融工具而承受市

場風險。本行所面對的風險主要歸因未來現金流量或金融工具公允價值因應市場利

率及外幣匯率變動而波動所致。 

執委會檢討並批准管理市場風險的政策。執委會負責監控市場風險，包括定期檢討

風險承擔額及風險管理架構，例如既定限額和止損等。該限額由執委會設定，並參

照市況定期檢討。本行的政策是不可超出該限額。財資部獲授權計量及監控市場風

險。 

本行訂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以管理資產和負債。同時，運用利率掉期管理資產和

負債的利率錯配情況。至於以外幣計價的資產和負債，本行承受因匯率波動而產生

的風險。本行利用貨幣掉期及遠期合約緩解這些風險。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行所面對的市場風險主要來自外匯掉期交易。於

結算日，概無尚未結算的利率掉期合約。 

根據澳門金管局第 011/2015-AMCM 號通告的指引計算得出的市場風險資本要求如

下： 

  (澳門幣千元) 

外匯資本要求   

市場風險承擔額 / 資本要求總額  519 

 
   

市場風險承擔額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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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利率風險 

本行所面對的利率風險主要源於客戶貸款及墊款、存款和拆放、債務證券投資以及

借貸。 

市場利率波動通過改變利率產品相關收入和成本數額以及相關資產、負債和資產負

債表以外項目的價值，影響本行的淨利息收益率。 

本行基於相關重訂息率日程安排而將所有利率敏感資產、負債和資產負債表以外項

目分類，以計算利率風險承擔額。當中假設概無預先償還貸款以及無固定到期日存

款在翌日悉數保留和重訂息率。這個模型採用對應所有利率水平的收益率曲線出現

200 基點平行移動的壓力測試情景分析，與久期模型類似。 

利率風險按月或當市況轉變時重新計量。 

 

敏感度分析 

下表假設本行於結算日面對重大風險承擔的利率於該日已經變動，而所有其他風險

變數不變，本行的自有資金經濟價值或會因此即時變更。本行因利率變動而產生的

自有資金經濟價值的實際變動，可能異於敏感度分析結果。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貨幣的利率風險加權持倉 (按對自有資金經濟

價值的影響計算) 如下：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  (4,495) 

港幣  3,442 

美元  8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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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營運風險管理 

營運風險源自本行的日常營運和代理業務。本行的法規部肩負監控和限制本行營運

風險的重任。法規部致力確保遵守經營指引，包括監管和法律規定，並積極主動提

出改善建議。 

本行透過以下途徑管理營運風險：確定、評估、監察、控制及緩解風險；糾正營運

風險事件；以及推行符合本地監管要求所需的其他程序。 

 

12 外匯風險 

本行以澳門幣作爲功能貨幣。本行所面對的貨幣風險主要源自以美元及其他主要貨

幣計價的金融工具。 

由於澳門幣與港幣掛鈎，而港幣又與美元掛鈎，所以本行認爲這些貨幣之間的匯率

變動風險不大。 

至於以除澳門幣、美元及港幣以外貨幣計價的結餘，相關資產與以相同貨幣計價的

相應負債配對。因此，外匯波動的影響得以減至最低。 

 

下表列示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貨幣風險集中情況： 

(澳門幣千元等值) 

        

 港幣 加元 人民幣 歐元 英鎊 美元 其它 

        

現貨資產 1,110,680 46 (482) (37) 21 140,885 137 
現貨負債 - - - - - - - 

遠期賣出 - - - - - - - 

 
              

長 / (短) 

持倉淨

額 

1,110,680 46 (482) (37) 21 140,885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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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是指本行因難以履行金融負債責任而產生的風險。   

本行的財資部管理日常的流動資金事宜。本行的執委會最終負責審慎管理流動資金

風險以及流動資金管理結構的決策。執委會通過界定本行願意承受的流動資金風險

水平的方式，批准流動資金風險容忍度。同時制定了流動資金風險策略，以不同的

高階定量和定性目標作爲依歸，並顧及本行在正常和受壓情況下的流動資金需要。 

本行持有足夠的流動資產，並開通銀行同業市場的渠道，以滿足在日常業務中的短

期資金需要。此外，也保持足夠的備用信貸，以應付預期以外的重大現金流出情況。

本行還會就本身流動資金情況實施定期壓力測試，以確保時刻都具備充足的流動資

金。 

 (a)  

平均流動性                                                                                                   (澳門幣千元) 

(i) 年內的平均每週流動性 

   

最低每週庫存現金  36,492 

平均每週庫存現金   113,774 

平均每週流動性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按指定比例以特定資產和負債 (如向澳門

金管局遞交的每週申報表所呈報) 的乘積計算得出。 

(ii) 年內的流動資金比率 

   

  百分比 

   

一個月流動比率  196.5% 

三個月流動比率  193.0% 
 

 

流動比率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以每個曆月最後一周的特定資產所佔負債的百分

比 (如向澳門金管局遞交的每月申報表所呈報) 的簡單平均數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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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流動資金風險 (續) 

(b) 具償付能力資產的平均數 

 

具償付能力資產的平均數  (澳門幣千元) 

平均特定流動資產  1,899,057 

平均基本負債總額  2,145,398 

特定流動資產與基本負債的比率  88.5% 

具償付能力資產與相關負債的平均比率是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以每個曆月的平均

比率 (如向澳門金管局遞交的每月申報表所呈報) 的簡單平均數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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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的外部核數師報告 

 

致立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立橋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二零一八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就該財務報表

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報告。 

 

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表以及截至該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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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由管理層編製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

摘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立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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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一併閱讀。 

 

 

 

 

 

 

 

 

 

 

 

包敬燾 

註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於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