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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的外部審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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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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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財務報表及貴銀行的賬冊和記錄。摘要財務報表由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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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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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審計準則》審計了貴銀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 2022 年 2 月 23 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上述已審計的財務報表由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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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上述已審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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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審計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計

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審計報告一併閱讀。 

 

 

 

 

吳慧瑩 

執業會計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2022 年 4 月 29 日 

 



澳門元
資產 資產總額 備用金，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額

現金 307,890,686.38             ‐                                    307,890,686.38            

AMCM存款 426,197,960.61             ‐                                    426,197,960.61            

應收賬項 25,101,402.03               ‐                                    25,101,402.03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60,374,691.47               ‐                                    60,374,691.47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631,513,048.07             ‐                                    631,513,048.07            

金，銀 ‐                                    ‐                                    ‐                                   

其他流動資產 ‐                                    ‐                                    ‐                                   

放款 14,589,596,885.07       67,623,706.08               14,521,973,178.99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1,012,000,000.00          ‐                                    1,012,000,000.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3,191,539,588.74          ‐                                    3,191,539,588.74         

股票，債券及股權 1,112,745,409.16          ‐                                    1,112,745,409.16         

承銷資金投資 ‐                                    ‐                                    ‐                                   

債務人 ‐                                    ‐                                    ‐                                   

其他投資 1,500,000.00                  ‐                                    1,500,000.00                 

財務投資 38,095,188.03               ‐                                    38,095,188.03              

不動產 115,935,048.85             49,096,972.60               66,838,076.25              

設備 77,662,683.04               65,421,782.01               12,240,901.03              

遞延費用 26,549,573.56               24,153,938.94               2,395,634.62                 

開辦費用 130,623,560.48             114,618,083.76             16,005,476.72              

未完成不動產 1,313,726.72                  ‐                                    1,313,726.72                 

其他固定資產 2,613,001.27                  ‐                                    2,613,001.27                 

內部及調整賬 83,902,239.82               ‐                                    83,902,239.82              

總額 21,835,154,693.30       320,914,483.39             21,514,240,209.91      

澳門，2022年4月29日

                                                       劉伯雄                                                                        黃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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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

                                                      代董事會                                                                    代董事會



澳門元
小結 總額

活期存款 7,223,258,472.15            

通知存款 ‐                                       

定期存款 10,183,242,084.52          

公共機構存款 1,590,661,153.04             18,997,161,709.71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4,695.09                             

其他本地機構資金 ‐                                         

外幣借款 75,593,016.97                   

債券借款 ‐                                       

承銷資金債權人 ‐                                       

應付支票及票據 14,927,858.63                   

債權人 1,495,497.34                     

各項負債 2,464,137.54                      94,485,205.57                 

內部及調整賬 ‐                                        198,584,140.44             

各項風險備用金 ‐                                        197,410,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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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4,071,106.04             1,954,071,106.04          

歷年營業結果 ‐                                    

本年營業結果 72,527,841.93                 

21,514,240,209.91        

澳門元
金額

代客保管賬 2,720,273,484.94          

代收賬 6,110,463.18                   

抵押賬 31,701,116,650.41        

保証及擔保付款 298,083,529.54             

信用狀 29,315,085.26                 

承兌匯票 ‐                                    

代付保証金 ‐                                    

期貨買入 247,416,261.87             

期貨賣出 247,412,439.71             

其他備查賬 21,403,546,758.86        

56,653,274,673.77        

澳門，2022年4月29日

備查賬

總額 

                                                        代董事會                                                                     代董事會 

                                                         劉伯雄                                                                         黃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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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

負債



澳門元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負債業務成本 147,993,605.55               資產業務收益 419,632,342.95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26,920,490.80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9,380,617.26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51,567,374.12                

   職員開支 117,367,227.39               証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4,968,667.44                   

   固定職員福利 19,356,875.60                 其他銀行收益 4,366,663.87                   

   其他人事費用 ‐                                      非正常業務收益 24,127,480.71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4,833,328.76                    營業損失 ‐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53,627,404.93                

其他銀行費用 26,363,540.44                

稅項 985,697.00                      

非正常業務費用 245,349.56                      

折舊撥款 17,104,833.28                

備用金之撥款 55,201,486.21                

營業利潤 79,123,053.91                

總額 531,583,019.89               總額 531,583,019.89              

澳門元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營業損失 ‐                                      營業利潤 79,123,053.91                

歷年之損失 1,883,264.22                    歷年之利潤 1,464,256.25                   

特別損失 459,973.61                       特別利潤 1,904,670.71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9,504,165.33                    備用金之使用 1,883,264.22                   

營業結果（盈餘） 72,527,841.93                 營業結果（虧損） ‐                                     

總額 84,375,245.09                 總額 84,375,245.09                

澳門，2022年4月29日

                                                          代董事會                                                                    代董事會 

                                                           劉伯雄                                                                        黃捷君

損 益 計 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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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營業結果演算

營 業 賬 目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業務概覽 

隨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蔓延全球，2021 年的外部經濟環境繼續充滿挑戰。澳門在保持零感染一年多後疫情爆發的情況

下，與大陸之間的跨境旅遊限制收緊數個月，以致嚴重中斷了本地於下半年的經濟復甦。澳門的兩個主要經濟指標，

即旅客人數及博彩總收入，比 2019 年疫情前的水平分別低 80% 和 70%，而後者還遠低於政府原本的年度預測。 

為抗衡這不景氣的經濟環境及由此引致的激烈市場競爭，澳門商業銀行(「本銀行」)作為大新銀行有限公司的全資澳

門附屬銀行，加大力度建設和強化銀行業務，貸款總額達至較去年年底溫和增長 1.1%。於資金供應方面，本銀行通過

積極降低成本較高的存款，及兩次發行不可轉讓存款證以擴大資金來源。因此，儘管總負債基本持平，總利息支出仍

比上年度節省了 39%，有助於將整體淨息差從 2020 年的 1.33% 提升到 2021 年的 1.37%。然而，淨利息收入比上年度下

降 3.4%，主要是因為年內生息資產減少所致。另一方面，由於證券交易及投資業務表現強勁，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同

比增長 3.1%。總營運收入比上年略低 0.7%，而儘管本銀行繼續投資各資訊科技項目及優化分行網絡，營運支出則與上

年持平。雖然於信貸管理方面保持審慎，以維持整體客戶貸款組合的良好質素，但信貸減值虧損仍然增加，主要是對

一筆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無抵押銀團貸款之風險敞口新增了撥備所致。因此，全年淨溢利下降了 13.8%。 

在此艱難的經濟環境下，本銀行繼續通過援助措施及舉辦有關中小企業財務解決方案建議的研討會，以滿足客戶需要。

本銀行亦推出新產品及強化服務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例如於澳門首家推出的新產品“Reverse ELI”以迎合客戶面對股

市漲跌的需求，以及允許客戶自選由 1 至 365 天定期存款期的 “DIY 定期存款”。在分行網絡方面，於總行全新打造

的創富理財旗艦中心正式啟用，而全新的 24/7 自助銀行服務中心也推出予公眾使用。在 2021 年，本銀行根據其路線

圖繼續改進和提升其數位銀行的能力，包括成為澳門首批推出具有實時銀行間資金轉賬功能的“過數易”的銀行之一。 

2021 年是本銀行新中期策略的第一年，因此，本銀行內部推行以客戶為中心的文化改革計劃，旨在改善客戶體驗，進

而幫助銀行與客戶建立長期和有益的關係。為使員工擁抱以客戶為中心的文化，本銀行已推動了一系列舉措，並且陸

續有來。 

進入 2022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持續蔓延和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將為經營環境增添巨大的不確定性。本

銀行將於維持其信貸組合質量保持警惕，同時繼續支援本地社區，並執行中期策略，以實現業務的可持續增長。  

本人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廣大客戶對本銀行的惠顧和信任，全體員工於年內的奉獻和堅韌不拔的精神，以及股東一如

既往的大力支持。 

 

劉伯雄 

行政總裁 謹啟 

2022 年 4 月 29 日 



監事會意見書 

 

 

致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根據澳門＜商法典＞及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BCM，下稱本行）的公司章程規定，本行監事會就

董事會提交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報告，財務報告和利潤分配的建議發表意見。 

 

監事會審閱了本行在 2021 年度的營運和管理。監事會的職權包括監督本行的管理、檢閱帳目記錄及其調

整、審查資產、分析會計準則及其對業績的影響、審閱本行年度財務報告及其他法律和本行公司章程的

規定工作。 

 

監事會已對本行在年內編製及定期交予澳門金融管理局（AMCM）的會計資料作出分析及按情況採取本

監事會認為適當的程序，包括審閱獨立核數師發岀的報告。 

 

監事會審閱了由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於 2022 年 2 月 23 日發岀的報告，此報告對本行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財務報告發表了毫無保留的意見。 

 

監事會已取得所有本會認為對審閱程序必不可少的資料和解釋，並基於工作結果，就此本會意見如下： 

 

(a) 董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和財務報告均如實地反映本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財務狀況，並符合

澳門＜商法典＞、＜財務報告準則＞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規定； 

 

(b) 董事會採用的會計原則及估算標準編製財務報告，均符合本行的實際情況； 

 

(c) 董事會提交的年度報告和財務報告均無須作任何修訂。 

 

意見 

 

總結：監事會認為本行董事會提交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報告、財務報告及利潤分配的建議，

將於 2022 年 3 月 24 日舉行的平常股東大會上通過。 

 

2022 年 3 月 18 日於澳門 

 

 

澳門商業銀行監事會 

 

監事長 — da Conceição Reisinho, Fernando Manuel 
 
 
副監事長 — Mayhew, Nicholas John 
 
  
監事 — 孫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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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有禮      秘書 

張樂田      秘書  

 

監事會  

 

da Conceição Reisinho, Fernando Manuel  監事長 

Mayhew, Nicholas John    副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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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伯雄      成員 

招煜輝      成員 (a) 

黃捷君      成員 (b) 

 

(a)  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終止職務 

(b)  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被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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