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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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1)條及第 75(3)條所需要之財務資料 

 
 



摘要財務報表的外部核數師報告 

 

致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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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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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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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 2020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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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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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佩萍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2020 年 5 月 4 日 

 



澳門元
資產 資產總額 備用金，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額

現金 236,221,381.86                        ‐                                              236,221,381.86                       

AMCM存款 328,798,824.74                        ‐                                              328,798,824.74                       

應收賬項 35,134,526.37                          ‐                                              35,134,526.37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4,752,129.01                          ‐                                              14,752,129.01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878,483,620.90                        ‐                                              878,483,620.90                       

金，銀 ‐                                              ‐                                              ‐                                             

其他流動資產 ‐                                              ‐                                              ‐                                             

放款 15,480,479,114.97                  12,523,697.54                          15,467,955,417.43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2,581,450,000.03                    ‐                                              2,581,450,000.03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2,047,501,698.74                    ‐                                              2,047,501,698.74                   

股票，債券及股權 1,318,671,046.08                    ‐                                              1,318,671,046.08                   

承銷資金投資 ‐                                              ‐                                              ‐                                             

債務人 ‐                                              ‐                                              ‐                                             

其他投資 27,288,040.00                          ‐                                              27,288,040.00                         

財務投資 38,057,776.01                          ‐                                              38,057,776.01                         

不動產 107,058,308.85                        44,604,949.80                          62,453,359.05                         

設備 75,148,833.10                          60,055,788.38                          15,093,044.72                         

遞延費用 23,577,317.50                          22,191,354.68                          1,385,962.82                           

開辦費用 112,187,019.94                        101,125,310.92                        11,061,709.02                         

未完成不動產 2,993,198.79                            ‐                                              2,993,198.79                           

其他固定資產 2,757,781.27                            ‐                                              2,757,781.27                           

內部及調整賬 103,160,096.77                        ‐                                              103,160,096.77                       

總額 23,413,720,714.93                  240,501,101.32                        23,173,219,613.61                 

澳門，2020年5月4日

黃捷君                                                                 招煜輝                                           劉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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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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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1,573,105.71                    

通知存款 ‐                                             

定期存款 10,305,337,581.45                 

公共機構存款 2,557,430,337.78                     20,034,341,024.94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895.09                                       

其他本地機構資金 ‐                                               

外幣借款 539,084,380.00                       

債券借款 ‐                                             

承銷資金債權人 ‐                                             

應付支票及票據 37,475,312.03                         

債權人 254,892.35                               

各項負債 3,581,760.97                             580,397,240.44                       

內部及調整賬 ‐                                              257,221,209.87                       

各項風險備用金 ‐                                              156,329,4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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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884,132.03                     1,972,884,132.03                    

歷年營業結果 ‐                                             

本年營業結果 172,046,603.73                       

23,173,219,613.61                  

澳門元
金額

代客保管賬 2,179,425,645.38                    

代收賬 5,737,680.82                            

抵押賬 32,626,160,309.32                  

保証及擔保付款 310,242,718.52                       

信用狀 10,870,376.40                          

承兌匯票 ‐                                             

代付保証金 ‐                                             

期貨買入 196,283,871.96                       

期貨賣出 195,151,037.25                       

其他備查賬 19,888,306,752.38                  

55,412,178,392.03                  

澳門，202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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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捷君                                                                 招煜輝                                           劉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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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1日

負債

備查賬

總額 



澳門元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負債業務成本 265,114,977.43               資產業務收益 560,035,868.36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29,149,440.56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11,332,575.04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62,218,514.68                

   職員開支 106,214,306.60               証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32,851,611.73                

   固定職員福利 21,993,207.77                 其他銀行收益 5,542,842.82                   

   其他人事費用 ‐                                      非正常業務收益 32,369,499.49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5,142,384.62                    營業損失 ‐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54,789,368.67                

其他銀行費用 35,811,520.76                

稅項 986,826.50                      

非正常業務費用 392,234.68                      

折舊撥款 18,541,785.30                

備用金之撥款 8,540,906.37                   

營業利潤 193,307,683.90              

總額 722,167,777.64               總額 722,167,777.64              

澳門元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營業損失 ‐                                      營業利潤 193,307,683.90              

歷年之損失 3,085,036.25                    歷年之利潤 1,752,350.19                   

特別損失 146,291.90                       特別利潤 311,863.70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23,179,002.16                 備用金之使用 3,085,036.25                   

營業結果（盈餘） 172,046,603.73               營業結果（虧損） ‐                                     

總額 198,456,934.04               總額 198,456,934.04              

澳門，2020年5月4日

黃捷君                                                                 招煜輝                                           劉伯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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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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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營業結果演算

營 業 賬 目

損 益 計 算 表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業務概覽 

 

 

受中美貿易戰、香港社會動盪及全球環境中其他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經濟經

歷了多樣挑戰，特別是 2019 下半年。2019 全年經濟收縮了 4.7%，為四年來表現最差，隨著第

四季度博彩總收益進一步銳減，與 2018 年相比，全年博彩總收益下降了 3.5%。受新型冠狀病

毒爆發的影響，預期至少在 2020 年上半年博彩行業將繼續惡化。 

 

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銀行」)，乃大新銀行有限公司(「大新

銀行」)的全資澳門附屬銀行，著力把全年客戶貸款總額增長 4.8%，由 147 億 6 千 8 百萬澳門

元增加至 154 億 8 千 1 百萬澳門元，其增長主要來自按揭貸款，以及更為強勁的投資及保險費

融資業務的增長所帶動。客戶存款總額由 192 億 4 千 2 百萬澳門元增加至 200 億 3 千 4 百萬澳

門元，增幅 4.1%。然而，隨著市場競爭加劇，增加了資金成本，淨利息收入下降 9.4%，成為

導致本銀行在扣除信貸減值虧損前之營運溢利與上年度相比下降 24%，以及除稅後淨溢利下降

23%的關鍵因素。 

 

在 2019 年，本銀行繼續執行其中期策略。就數碼化方面，繼 2018 年推出私人貸款網上自助申

請平台後，本銀行不斷發展，並於 2019 年 6 月推出了信用卡貸款網上申請平台。本銀行亦為

提升其網站進行投資，以提供更好的方便用户的客戶體驗。於 2019 年 11 月，我們在個人

BCM Net 推出了具生物特徵識別方案的流動銀行應用程式，為我們的客户提供更快、更安全、

更便捷的流動銀行平台。本銀行正致力於 2020 年推出同樣的方案以提升我們的企業網上銀行

平台。 

 

於2019年7月，本銀行發行了首張銀聯鑽石卡，採用銀聯鑽石卡平台，集一系列大灣區功能及

專享於一卡的大灣區卡。本銀行連同大新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大新銀行（中國）」)及大新

銀行，對大新銀行(中國)的借記卡持有人，包括其顯赫理財客户，推出了特設的中-港-澳專享

套餐。 

 

本銀行將繼續專注於為澳門本地社區提供高質量的銀行解決方案和服務，增進不同業務領域，

同時嚴密管控不同的風險，投資於技術領域及改善操作流程，最重要的是，為股東、客戶及員

工不斷增值。本人藉此機會向所有股東、客戶及員工一直以來的長期支持予以衷心感謝。 

 

 

劉伯雄 

行政總裁 謹啟 

2020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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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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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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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28 日編制的獨立核數師報告，此報告對

本銀行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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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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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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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本行截至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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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3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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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 
 
 
Sen Chun Wai (孫振威) (會員) 
 
 
2020 年 3 月 16 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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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名稱 百分率 

 

無 - 

 

 

主要股東及相關持股 

 

股東名稱 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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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會主席團   

 

歐安利     主席 

廖澤雲     秘書  (a)   

馬有禮     秘書 

張樂田     秘書  (b) 

 
(a)  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終止職務 

(b)  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被委任 

 

監事會  

 

da Conceição Reisinho, Fernando Manuel 主席 

Mayhew, Nicholas John 副主席  

孫振威 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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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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