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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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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止年度日止年度日止年度日止年度 

財務訊息披露財務訊息披露財務訊息披露財務訊息披露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FINANCIAL INFORMATION REQUIRED UNDER ARTICLE 75(1) AND 75(3)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CT OF MACAU  

    
＜＜＜＜金融體系法律制度金融體系法律制度金融體系法律制度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第第第 75(1)75(1)75(1)75(1)條及或第條及或第條及或第條及或第 75(75(75(75(3333))))條所需要之財務資料條所需要之財務資料條所需要之財務資料條所需要之財務資料 

 

 



摘要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的的的的外部外部外部外部核數核數核數核數師師師師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致致致致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全體股東全體股東全體股東：：：：        

（於澳門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貴銀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

錄自貴銀行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組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

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

錄符合一致，發表意見，僅向全體股東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

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銀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 2019 年 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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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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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錄符

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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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慧瑩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2019 年 5 月 14 日 



澳門元

資產 資產總額 備用金，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額

現金 222,833,374.65            -                             222,833,374.65            

AMCM存款 309,977,494.50            -                             309,977,494.50            

應收賬項 76,697,340.94             -                             76,697,340.94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7,320,730.63             -                             17,320,730.63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642,383,257.18            -                             642,383,257.18            

金，銀 -                             -                             -                             

其他流動資產 -                             -                             -                             

放款 14,767,740,592.23       12,802,281.45             14,754,938,310.78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2,473,000,000.01         -                             2,473,000,000.01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2,350,788,705.42         -                             2,350,788,705.42         

股票，債券及股權 1,169,986,657.32         -                             1,169,986,657.32         

承銷資金投資 -                             -                             -                             

債務人 -                             -                             -                             

其他投資 7,838,040.00               -                             7,838,040.00               

財務投資 38,220,500.14             -                             38,220,500.14             

不動產 107,058,308.85            42,492,089.50             64,566,219.35             

設備 71,265,559.60             56,255,713.50             15,009,846.10             

遞延費用 23,097,316.89             20,639,146.45             2,458,170.44               

開辦費用 105,466,346.09            91,745,504.24             13,720,841.85             

未完成不動產 1,922,980.90               -                             1,922,980.90               

其他固定資產 2,515,081.27               -                             2,515,081.27               

內部及調整賬 78,141,992.01             -                             78,141,992.01             

總額 22,466,254,278.63       223,934,735.14            22,242,319,543.49       

澳門，2019年5月14日

                      黃捷君                                                      江耀輝                                                     招煜輝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7月5日法令第32/93/M號核準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75條之公告)

資產負債表於201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於201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於201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於2018年12月31日

            財務管理部主管                                               代董事會                                                代董事會



澳門元

小結 總額

活期存款 7,259,000,222.52             

通知存款 -                                 

定期存款 10,867,150,659.70           

公共機構存款 1,115,622,604.10             19,241,773,486.32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1,495.09                         

其他本地機構資金 -                                  

外幣借款 366,176,950.00               

債券借款 -                                 

承銷資金債權人 -                                 

應付支票及票據 35,417,557.92                 

債權人 775,684.15                      

各項負債 3,901,983.64                   406,273,670.80             

內部及調整賬 -                                 270,803,693.69             

各項風險備用金 -                                 150,594,948.57             

股本 225,000,000.00               

法定儲備 225,000,000.00               

自定儲備 50,000,000.00                 

其他儲備 1,448,794,369.47             1,948,794,369.47           

歷年營業結果 -                               

本年營業結果 224,079,374.64             

22,242,319,543.49         

澳門元

金額

代客保管賬 2,225,101,245.40           

代收賬 8,830,313.62                 

抵押賬 31,265,262,214.49         

保証及擔保付款 303,578,164.02             

信用狀 25,025,531.26               

承兌匯票 -                               

代付保証金 -                               

期貨買入 501,031,823.24             

期貨賣出 500,393,355.53             

其他備查賬 19,223,820,205.29         

54,053,042,852.85         

澳門，2019年5月14日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7月5日法令第32/93/M號核準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75條之公告)

資產負債表於201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於201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於2018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於2018年12月31日

負債

備查賬

總額 

            財務管理部主管                                               代董事會                                                代董事會

                      黃捷君                                                      江耀輝                                                     招煜輝



澳門元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負債業務成本 182,471,127.90              資產業務收益 512,558,058.74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54,993,752.40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10,694,528.50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73,953,637.64                

   職員開支 101,039,920.91              証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32,682,673.99                

   固定職員福利 21,806,727.71                其他銀行收益 5,436,063.99                 

   其他人事費用 -                               非正常業務收益 28,369,116.01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5,391,881.24                 營業損失 -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50,173,533.46                

其他銀行費用 56,617,907.58                

稅項 1,005,047.00                 

非正常業務費用 212,549.00                    

折舊撥款 16,642,004.53                

備用金之撥款 15,312,204.99                

營業利潤 246,625,869.95              

總額 707,993,302.77              總額 707,993,302.77              

澳門元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營業損失 -                               營業利潤 246,625,869.95              

歷年之損失 4,523,765.23                 歷年之利潤 4,549,300.40                 

特別損失 949,472.22                    特別利潤 4,147,376.90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30,293,700.39                備用金之使用 4,523,765.23                 

營業結果（盈餘） 224,079,374.64              營業結果（虧損） -                               

總額 259,846,312.48              總額 259,846,312.48              

澳門，2019年5月14日

                             財務管理部主管                                               代董事會                                                代董事會

                               黃捷君                                                              江耀輝                                                     招煜輝

損 益 計 算 表損 益 計 算 表損 益 計 算 表損 益 計 算 表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7月5日法令第32/93/M號核準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75條之公告)

2018年營業結果演算2018年營業結果演算2018年營業結果演算2018年營業結果演算

營 業 賬 目營 業 賬 目營 業 賬 目營 業 賬 目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201820182018 年業務概覽年業務概覽年業務概覽年業務概覽    
 

 

2018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為4,403億澳門元，按年實質增長4.7%。期內博彩服務出口及

其他旅遊服務出口分別增加10.3%及9.4%，而固定資本投資按年則錄得12.5%的跌幅；

私人消費開支上升4.5%，政府支出亦上升3.8%，另外貨物出口及貨物入口亦分別錄得

11.0%及4.7%升幅。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到66萬7千澳門元，按年上升6.7%。期間澳門

各行業也加快發展其他非博彩元素；促進經濟更多元，也為金融業帶來新的發展機

遇。本行業務在年度維持穩健增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銀行錄得淨收益為2億2,408萬澳門元，較去年下跌

9.1%，主要是因為於2017年度有相當可觀的非經常性收益；資產總額達到222億澳門

元，按年增加6.6%；另外，貸款總額為148億澳門元，按年上升11.6%；而存款總額達

192億澳門元，升幅為7.7%。 

 

展望2019年，中美貿易戰下經過多輪談判，情況於5月轉為嚴峻及不明朗，雙方關稅

再度提高。另外，美歐和美日之間貿易矛盾相繼呈現。在現任美國總統進一步推動單

邊主義和美國優先政策下，多年建立的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受到冲擊。我國一帶一路

的倡議卻得到國際廣泛支持，不斷深化經濟與文化的合作，維護自由貿易。粵、港、

澳在國家政策指導和支持下共同為發展大灣區經濟出謀獻策，建設宜居，宜業，宜遊

的國際一流灣區。港珠澳大橋發揮驅動人流與物流的使命，自從大橋開通，澳門旅遊

景區人氣鼎盛的日子越來越多，最近出台的《横琴國際休閒旅遊島建設方案》處處包

含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元素。以上種種對澳門的經濟來說，是穩中有變，穩

中求變，變中有機。 

 

澳門大學在年初預測澳門2019年生產總值增長為2.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澳門的預

測為5.7%，並在中期展望維持約5%的增長預測。本行對前景審慎而樂觀，繼續支持本

地各行各業持續發展，創新造大，配合澳門經濟發展適度多元，致力澳門特色金融發

展，展現一國兩制下的優勢。 

 

於此，本人對全體同事的努力不懈表示感謝。而本人亦代表董事會仝人，向廣大客戶

的支持及指導深表謝意。 

 

 

江耀輝 

行政總裁 謹啟 

 

2019年5月14日 
 



澳門商業銀行監事會意見澳門商業銀行監事會意見澳門商業銀行監事會意見澳門商業銀行監事會意見 
 
致澳門商業銀行股東： 
 
根據澳門商法典有關法例及澳門商業銀行（「本銀行」）的公司章程，本銀行的法定監事會

（以下簡稱「我們」）現提呈報告，並就本銀行董事會呈交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之財務報表和利潤分配建議發表意見。 
 
監事會檢討了本銀行在 2018 年內的營運和管理，我們的角色包括監督本銀行的管理、檢閱

帳目記錄、核實資產、分析會計準則及其對年終業績的影響、審閱本銀行年度帳目及執行其

他法規和本行公司章程規定的責任。 
 
我們對董事會在年內編制及本銀行定期交予澳門金融管理局之帳目資料已作出分析性的審閱，

及進行一切本監事會認為必須的程序，包括審閱本銀行內部審計處及獨立核數師發岀之報告。 
 
我們審閱了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於 2019 年 2 月 18 日編制的獨立核數師報告，此報告

對本銀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發表了毫無保留的意見。 
 
我們已獲取所有監事會認為對審閱程序必須的資料和解釋。基於工作結果，我們報告如下： 
 
(一) 本銀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董事會報告和財務報表充份地反映本銀行之

財務狀況，並符合澳門商法典、澳門會計準則和本銀行公司章程之有關條例； 
 

(二) 本銀行董事會根據澳門會計準則用於編制財務報表之某些關鍵性估算標準，及運用本

銀行會計準則過程中所作之判定，均符合本銀行之實際情況； 
 

(三) 本銀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董事會報告和財務報表無須作任何修訂。 
 
意見 
 
我們認為本銀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董事會報告和財務報表，及本銀行董事會

所提交之利潤分配建議，應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舉行之股東周年會議上通過。 

 
 
澳門商業銀行監事會 
 
da Conceição Reisinho, Fernando Manuel (主席) 
 
 
Mayhew, Nicholas John  
 
 
孫振威 
 
 
2019 年 3 月 15 日於澳門 



持有超過有關資本持有超過有關資本持有超過有關資本持有超過有關資本 5%或超過自有資金或超過自有資金或超過自有資金或超過自有資金 5%之出資的有關機構之出資的有關機構之出資的有關機構之出資的有關機構：：：： 
 
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機構名稱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無 -   
 
 
主要股東主要股東主要股東主要股東及相關持股及相關持股及相關持股及相關持股 
 
股東名稱股東名稱股東名稱股東名稱 持股量持股量持股量持股量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702,000        78%  
DSB BCM (1) Limited 99,000        11% 
DSB BCM (2) Limited 99,000        11% 
 
 
領導機構領導機構領導機構領導機構：：：：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   
 
歐安利     主席 
廖澤雲     秘書   
馬有禮     秘書 
 
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  
 
da Conceição Reisinho, Fernando Manuel 主席 
Mayhew, Nicholas John 副主席  
蘇寶鳳 監事  (a) 
孫振威 監事  (b) 

 
(a)  於 2018年 12月 1 日終止職務 
(b)  於 2018年 12月 1 日被委任為監事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王守業     主席 
黃漢興     成員 
王祖興     成員  
王伯凌     成員 
江耀輝     成員 
招煜輝     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