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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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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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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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 2021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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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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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2021 年 4 月 30 日 



澳門元
資產 資產總額 備用金，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額

現金 287,904,204.43                        ‐                                              287,904,204.43                       

AMCM存款 345,773,236.19                        ‐                                              345,773,236.19                       

應收賬項 55,615,284.75                          ‐                                              55,615,284.75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62,165,294.07                          ‐                                              62,165,294.07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620,878,781.77                        ‐                                              620,878,781.77                       

金，銀 ‐                                              ‐                                              ‐                                             

其他流動資產 ‐                                              ‐                                              ‐                                             

放款 14,433,535,336.09                  66,688,100.94                          14,366,847,235.15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1,350,000,000.00                    ‐                                              1,350,000,000.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2,742,676,046.74                    ‐                                              2,742,676,046.74                   

股票，債券及股權 1,745,408,195.79                    ‐                                              1,745,408,195.79                   

承銷資金投資 ‐                                              ‐                                              ‐                                             

債務人 ‐                                              ‐                                              ‐                                             

其他投資 13,757,000.00                          ‐                                              13,757,000.00                         

財務投資 37,925,562.65                          ‐                                              37,925,562.65                         

不動產 115,935,048.85                        46,806,577.50                          69,128,471.35                         

設備 76,478,163.63                          62,888,237.78                          13,589,925.85                         

遞延費用 24,511,795.86                          23,165,478.96                          1,346,316.90                           

開辦費用 119,201,984.98                        107,619,355.05                        11,582,629.93                         

未完成不動產 4,139,110.85                            ‐                                              4,139,110.85                           

其他固定資產 2,620,301.27                            ‐                                              2,620,301.27                           

內部及調整賬 87,623,232.02                          ‐                                              87,623,232.02                         

總額 22,126,148,579.94                  307,167,750.23                        21,818,980,829.71                 

澳門，2021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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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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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9,494,188.79                    

通知存款 ‐                                             

定期存款 10,070,569,965.81                 

公共機構存款 1,721,364,034.65                     19,301,428,189.25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295.09                                       

其他本地機構資金 ‐                                               

外幣借款 138,272,700.00                       

債券借款 ‐                                             

承銷資金債權人 ‐                                             

應付支票及票據 14,376,669.83                         

債權人 473,049.92                               

各項負債 2,913,690.26                             156,036,405.10                       

內部及調整賬 ‐                                              187,417,539.95                       

各項風險備用金 ‐                                              145,027,5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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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930,735.76                     1,944,930,735.76                    

歷年營業結果 ‐                                             

本年營業結果 84,140,370.28                          

21,818,980,829.71                  

澳門元
金額

代客保管賬 2,447,976,737.69                    

代收賬 3,498,422.96                            

抵押賬 31,277,509,479.01                  

保証及擔保付款 316,223,539.80                       

信用狀 12,750,545.63                          

承兌匯票 ‐                                             

代付保証金 ‐                                             

期貨買入 283,583,717.39                       

期貨賣出 281,777,681.22                       

其他備查賬 19,900,574,605.65                  

54,523,894,729.35                  

澳門，2021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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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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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961,032.46               資產業務收益 524,147,592.13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27,895,475.07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9,882,665.87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49,033,533.43                

   職員開支 118,212,540.56               証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36,050.00                        

   固定職員福利 17,684,214.80                 其他銀行收益 4,779,898.72                   

   其他人事費用 ‐                                      非正常業務收益 27,264,205.04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4,484,315.86                    營業損失 ‐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54,132,061.16                

其他銀行費用 29,980,005.74                

稅項 830,033.00                      

非正常業務費用 239,935.37                      

折舊撥款 17,127,629.81                

備用金之撥款 46,110,610.07                

營業利潤 91,511,709.69                

總額 633,156,754.39               總額 633,156,754.39              

澳門元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營業損失 ‐                                      營業利潤 91,511,709.69                

歷年之損失 3,248,019.90                    歷年之利潤 3,050,139.52                   

特別損失 772,406.11                       特別利潤 1,194,863.48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10,843,936.30                 備用金之使用 3,248,019.90                   

營業結果（盈餘） 84,140,370.28                 營業結果（虧損） ‐                                     

總額 99,004,732.59                 總額 99,004,732.59                

澳門，2021年4月30日

損 益 計 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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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營業結果演算

營 業 賬 目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業務概覽 

在 2020 年，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事件影響，本澳以至全球的總體經濟環境均受到衝擊。由

於澳門高度依賴博彩業和旅遊業，本地經濟遭受到的打擊尤為嚴重。博彩收益下降 79.3%及旅客

人數下降 85.0%，使 2020 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收縮 56.3%。 

在如此不利的經濟形勢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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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信貸組合方面採取了更為謹慎的應對，包括終止部分不符合本行業務回報或具有較高

信用風險的貸款及客戶關係。因此，雖然信貸組合的質素仍維持健康，但貸款總額較去年年底下

跌 6.7%。與此同時，本行亦致力減少較昂貴的存款，並收集了更多的低成本存款，包括於年內將

往來和儲蓄賬戶的結餘增長 8.7%，以及提高往來和儲蓄存款佔總存款比率。在 2020 年，本銀行整

體淨息差為 1.33%，與 2019 年的淨息差 1.55%相比略有下降。由於經濟環境疲弱，本銀行在淨服務

費及佣金收入方面下降了 10.3%，而總營運收入較 2019 年下降 13.7%。這一年，儘管整體資產質素

方面維持健康，但相比起 2019 年極低的信貸成本，本年度本銀行在信貸減值方面錄得一個大幅的

增加，主要由於一筆企業貸款的違約以及抵押品的貶值所造成。再加上營運收益的下降，導致本

銀行在 2020 年度的淨溢利大幅下降。 

在 2020 年，本銀行繼續推出新產品和服務，以提高自身競爭力。於 4 月，本銀行推出了一款全新

及創新的存款產品 — 星級里賞帳戶，這是本澳首次將存款帳戶與信用卡產品捆綁在一起的產品，

令本銀行客戶有資格獲得亞洲萬里通的獎賞。    

本銀行以數據化轉型為使命，於 2020 年 8 月成功向公司客戶的 e-Corp 銀行手機應用程式推出具有

生物識別的功能，進一步精簡公司客戶的電子交易過程，並為其提供一個更安全及高效的交易環

境。此外，自 2020 年 6 月起，本銀行增加了一個新的電子應用平台，以便客戶可以透過新增的功

能在網上自助辦理信用卡申請並遞交相關的文件。此外，為使客戶提高對產品的認知和使用，本

銀行更為相關的行銷人員開發全新的二維碼，以便其可以向客戶推薦信用卡電子申請平台，使其

更容易進入使用。 

根據集團為中期制定的新戰略，2021 年是本銀行新中期策略的第一年。本銀行已為 2021 年定立了

更高的業績目標，並將推出各種業務方案，使其業務更加以客戶為中心，增加低成本存款，改善

利息及非利息收入的組合。本銀行將密切關注其策略的實行，努力在來年產生更高的貢獻。本人

藉此機會向所有客戶、員工及股東一直以來的長期支持予以衷心感謝。 

 

劉伯雄 

行政總裁 謹啟 

2021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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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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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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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 月 24 日發岀的報告，此報告對本

行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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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財務狀況，

並符合澳門＜商法典＞、＜財務報告準則＞和本銀行公司章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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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報告、財務報告及利潤分配的

建議，將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舉行的平常股東大會上通過。 

2021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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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耀輝      成員 (a) 

劉伯雄      成員 (b) 

招煜輝      成員 

(a)  於 2020 年 1 月 16 日終止職務 

(b)  於 2020 年 1 月 16 日被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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