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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核數師意見書之概要 

致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總經理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成立的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之分行）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東亞銀行有限

公司澳門分行二零一四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就該財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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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

年度的損益表、儲備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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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

摘要內容。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第 3 至第 7 頁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

審核財務報表和相關會計賬目及簿冊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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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麗娟註冊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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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管理層報告書 

 

主要營業地點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本分行」）是東亞銀行有限公司（「總行」或「本

行」）屬下分行。本分行以澳門為註冊地，註冊辦事處和主要營業地點均設於澳門

宋玉生廣場 322 至 362 號富達花園地下 AP 至 AW 舖。 

主要業務 

本分行的主要業務是提供銀行和相關財務服務。 

2014 年度業務報告概要 

於 2014 年，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設於澳門的分行及 4 間支行

（「東亞澳門」）持續透過東亞銀行於內地的全資附屬公司，東亞銀行（中國）有

限公司（「東亞中國」）之龐大網絡，滿足其澳門及鄰近地區客戶對跨境融資業務

之需求。憑藉東亞澳門的努力以及推行有效成本控制措施，2014 年度稅後利潤較

去年同期大幅增長 33%，為自 2001 年開業以來表現最好的一年。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東亞澳門客戶貸款亦較去年同期增長 44%。 

於 2014 年 5 月，東亞澳門推出了晶片式櫃員機卡，進一步加強自動櫃員機服務之

安全性。展望未來，東亞澳門將繼續提升於本地市場之滲透率以擴大其客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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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以澳門幣列示 )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總額 

備用金、 

折舊及減值 資產凈額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資產     
     
現金  134,495,160 - 134,495,160 

AMCM 存款  287,500,547 - 287,500,547 
應收賬款  44,737,743 - 44,737,743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 

存款  17,425,262 - 17,425,262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 

存款  492,585,571 - 492,585,571 
放款  10,852,265,266 - 10,852,265,266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35,000,000 - 35,000,0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

存款  980,800,185 - 980,800,185 
債務人  548,692 - 548,692 
不動產  144,877,844 20,494,092 124,383,752 

設備  76,173,532 55,922,528 20,251,004 

內部及調整賬  23,839,767 - 23,839,767 

  
      

總額  13,090,249,569 76,416,620 13,013,83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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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續）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以澳門幣列示 )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小結 合計 

  澳門幣 澳門幣 

負債    
    
活期存款  1,287,068,296  

定期存款  3,506,601,508 4,793,669,804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442,900,000  
外幣借款  7,427,538,826  
應付支票及票據  25,220,887  

債權人  4,776,912  

各項負債  397,734 7,900,834,359 

  
  

 
內部及調整賬   150,461,300 
各項風險備用金   12,134,792 

其他儲備   86,176,191 

本年營業結果   70,556,503 

   
  

   13,013,83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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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賬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以澳門幣列示 ) 

 
 
 備查賬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澳門幣 

     

代客保管賬    - 

代收賬    26,863,567 
抵押賬    11,134,961,043 
保證及擔保付款    134,581,002 

信用狀    7,014,304 

承兌匯票    4,028,366 
代付保證金     
    期貨買入    895,740,234 

    期貨賣出    895,740,234 

其它備查賬    1,012,5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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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營業賬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  澳門幣 

    

負債業務成本 167,819,183 資產業務收益 327,304,525 

人事費用 

職員開支 40,688,827 銀行服務收益 20,862,702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1,518,829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7,386,440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18,908,973 其他銀行收益 230,876 

其他銀行費用 3,347,868 非正常業務收益 - 

稅項 352,212   

非正常業務費用 897   

折舊撥款 10,207,498   

備用金之撥款 10,599,008   

營業利潤 102,341,248   
 

  

 
  

總額 355,784,543 總額 355,78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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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續）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損益計算表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  澳門幣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9,655,212 營業利潤 102,341,248 

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

增撥的備用金 30,730,164 歷年之利潤 8,600,631 

營業結果(盈餘) 70,556,503   
 

  

 
   

總額 110,941,879 總額 110,941,879 
 

  

 
  

 

本分行管理層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核准並授權發布。 

 

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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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澳門幣 

經營業務活動    
    

除稅前溢利   110,941,879 
    

調整:    
折舊   10,207,498 
處置固定資產損失   897 

貸款及墊款減值損失支銷   2,019,225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溢利   123,169,499 

    
經營資產增額:    

原本期限為3個月以上的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存款   199,194,412 

原本期限為 3 個月以上的持至到期金融票據    
貿易票據   (1,995,582,116) 
交易用途資產   (314) 
客戶貸款及墊款   (1,299,125,079) 

應計利息及其他賬項   (16,431,035) 
    

經營負債增╱（減）額：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及結餘   3,185,019,276 
客戶存款   (295,660,284) 
交易用途負債   252,355 
其他賬項及準備   (381,514,611)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480,677,897) 
    
已付所得補充稅   (7,276,979) 
   

  

源自經營業務活動之現金淨額   (487,954,8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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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澳門幣 

投資活動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款項   1,000 
購入固定資產   (7,341,455)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7,340,455) 
   -------------------- 

融資活動    
    

匯入總行款項   (53,222,021)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53,2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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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淨減額   (548,517,352) 
    

於 1 月 1 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407,622,874 
   

  

於 12 月 31 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859,1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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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澳門幣 

源自經營業務活動的現金流量包括：    
    

利息收入   314,998,304 
利息支出   (119,792,689) 
   

 
 

在現金流量表內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組成 

部分    
    

現金及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結存   932,006,540 

原本期限為 3 個月以內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

的存款   892,099,125 
原本期限為 3 個月以內的持至到期金融票據   34,999,857 
   

  

   1,859,10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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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a) 或然負債及承擔 

 

每項或然負債及承擔主要類別的合約金額摘要如下：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澳門幣 

   

直接信貸代替品  134,581,002 

與貿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7,014,304 

未動用信貸額  1,012,104,219 
  

  

  1,153,699,525 
  

  

 

或然負債及承擔是與信貸有關的工具，包括承兌票據、信用證和擔保書。合約金額

是指當合約被完全提取及客戶違約時所承擔風險的金額。由於預期擔保書及承付款

項的大部分金額會在未經提取前逾期，合約總額並不代表未來流動資金需求。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 (「澳門金管局」) 的規定，本分行為信貸機構提供的擔保書

提撥 1% 的一般準備。此外，當有証據顯示信貸機構提供的擔保書不能全部收回

時，本分行會提撥或然信貸的特殊準備。 

(b) 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是指由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或指數價值釐定價值的財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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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續）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b) 衍生工具（續） 

 

每項衍生工具主要類別的名義金額摘要如下：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澳門幣 

   

匯率合約  895,740,234 

股份合約  412,000 
  

  

  896,152,234 
  

  

 

衍生工具是在外匯及股票市場進行遠期及掉期交易而產生。這些工具的名義金額指

在結算日仍未完成的交易量，但並不代表所承受風險的金額。 

 

前述衍生工具風險的公平價值及信貸風險加權金額如下：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 負債 

 澳門幣 澳門幣 

公平價值   

 匯率合約 - 354,681 

 股份合約 2,490 2,490 
 

    

 2,490 357,171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澳門幣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   

 匯率合約  3,63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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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續）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列示 ) 

 

(b) 衍生工具（續）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是指按澳門金管局發出的資本充足指引（見第 013/93-AMCM 號

通告）並取決於交易對手狀況和到期日特性計算得出的金額。就匯率和利率合約所

用的風險加權介乎 0% 至 50%；至於其他衍生工具合約，則介乎 0% 至 100%。  

年内，本分行沒有訂立雙邊淨額安排，因此，所示金額並無扣除任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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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本財務資料披露文件是按澳門金管局所發出的財務資料披露指引規定編制。 

(b)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除以下資產是以公平價值列賬外，本財務報表是以原值成本作為計量基準。有關詳

情載列於下列會計政策： 

 

- 分類作交易用途和指定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金融工具（附註 (e)(ii)）。 

 

按澳門特區所頒佈《財務報告準則》之要求，在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判斷、

估計及假設從而影響政策實施及資產和負債、及收入與支出之呈報金額。有關估計

及假設乃按在既定情況下可合理地相信，根據過往之經驗及其他因素，作出判斷那

些未能從其他來源確定的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實際結果可能與此等估計不盡相同。 

 

有關估計及假設須持續檢討。若修訂只影響該修訂期，會計估計的修訂於該修訂期

內確認；或如該修訂影響本期及未來會計期，則於修訂期及未來會計期內確認。 

(c) 外幣換算 

 

年内，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外幣匯率折算為澳門幣。於報告期結束日以外幣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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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益表內。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財務資料 

15 

會計政策（續） 

 

(d) 收入確認 

 

收入按已收或應收價款的公平價值釐定。假設經濟利益有可能流向本分行及收入和

支出（如適用）屬可靠計量的，在損益表內確認收入的方法如下： 

 

所有帶息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按實際利率法於損益表內以應計基準列作利息收入。 

 

實際利率法是一種計算攤銷成本及分配利息收入於相關期間的方法。實際利率是可

準確將金融工具在預計年期內產生之未來現金支出或收入折算為現值，或在較短期

內折算為該金融工具賬面值的利率（如適用）。當計算實際利率時，本分行在估計

現金流須考慮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但不包括未來信貸損失。實際利率組成部

分的計算包括所有合約對手之間的費用及基點支出或收入、交易成本及其他所有溢

價或折扣。 

 

就減值貸款而言，根據貸款原本條款計算的應計利息收入終止，但因隨時間過去令

致減值貸款之現值增加則列作利息收入。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在有關服務提供時確認在損益表內，但如服務費是為彌補持續為

客戶提供一項服務的成本或承受風險而收取或費用性質為利息則除外。在此情況下，

服務費在成本或風險產生的會計期內列作收入，並按利息收入入賬。 

 

因本分行開展或購入金融資產而產生之開立或承擔服務費收入╱支出須遞延及確認

為實際利率之調整。如承擔期滿而本分行毋須貸款，該服務費按承擔期限以直線法

列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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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e) 金融工具 

(i) 初始確認 

 

本分行根據購入資產或產生負債時之原定用途，本分行於初始期分類其金融工具為

不同種類。種類包括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貸款和應收賬款、持至到期投資、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工具於初始期按公平價值計量，而公平價值大致與交易價相同。如金融資產或

金融負債不屬於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則包括直接歸屬於購入之金融資產或發

行金融負債的交易成本。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交易成

本立即作費用支銷。 

 

當本分行成為金融工具合約其中一方時確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以有規律方式購

買或出售金融資產按交易日會計法計算。該等按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列賬的金

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因公平價值變動而產生的盈利及虧損由該日起計算。 

(ii) 分類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 

 

此類別包括持有作交易用途和初始被指定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但不包括沒有市場報價的股份證券投資，及其公平價值是不能夠可靠計

量的。 

 

作交易用途的金融工具包括購入金融資產或產生金融負債，主要是作短期出售或屬

可辨別金融工具組合的一部分，該組合是整體管理的，及有證據顯示近期有短期出

售以賺取利潤的模式。非對沖衍生工具視作交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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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e) 金融工具（續） 

(ii) 分類（續）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續） 

 

在以下情況於初始確認為指定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金融工具： 

 

－ 該資產或負債是按內部公平價值管理、評估及呈報； 

 

－ 該指定可抵銷或重大地減低可能產生的會計錯配； 

 

－ 該資產或負債包含嵌入衍生工具，而該嵌入衍生工具可重大地改變按合約產生 

的現金流；或 

 

－ 將嵌入衍生工具從金融工具內分開是不被禁止的。 

 

屬於此類別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平價值入賬。因公平價值變動產生之未實現

盈利和虧損計入在期內發生的損益表。於出售或重購時，出售所得或淨支付款項與

賬面值的差額計入損益表。 

貸款和應收賬款 

 

貸款和應收賬款為固定或可確定付款金額及沒有活躍市埸報價的非衍生金融資產。

貸款和應收賬款主要包括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貿易票據及客戶貸款及墊

款。 

 

貸款和應收賬款按實際利率法計算攤銷成本並減除任何減值損失入賬（附註(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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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e) 金融工具（續） 

(ii) 分類（續） 

持至到期投資 

 

持至到期投資包括有固定或可確定付款金額及有固定期限的非衍生金融資產而本分

行有明確意向和能力持至到期日，但不包括(a)本分行於初始期已指定為通過損益

以反映公平價值或可供出售，及(b)符合貸款和應收賬款之定義。 

 

持至到期投資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攤銷成本並減除任何減值損失入賬（附註(g)）。 

 

若因意向或能力改變而引致不再適合分類為持至到期投資，則將重新分類為可供出

售並按公平價值計量。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是被指定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資產，或並非分類為以上三種

類別的金融資產。它包括計劃作不定期限持有的金融資產，但可能因應流動資金之

需要或市場環境轉變而出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價值列賬。除減值損失和貨幣性資產之外匯盈虧（如債務

證券）在收益表內確認外，因公平價值的變動所產生的未實現盈虧於其他全面收益

內確認，並在股東權益內分開累計。 

 

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市場報價而公平價值是不能夠可靠計量的股份證券投資，及與之

掛勾及在結算時須交出該無報價股份證券的衍生工具，按成本減除任何減值損失列

賬。 

 

當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出售盈虧包括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值的差額，以

及曾經確認為其他全面收益之累計公平價值調整須由股東權益重新分類而轉入收益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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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e) 金融工具（續） 

(ii) 分類（續） 

其他金融負債 

 

除作交易用途及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金融負債外，金融負債按實際利率法計

算攤銷成本入賬。 

(iii) 計量公平價值之原則 

 

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是於報告期結束日根據其市場報價但未減除將來的估計出售成

本。金融資產按當前買入價定價，而金融負債則按當前賣出價定價。 

 

如沒有公眾知悉的最後交易價格或在認可交易所的市場報價，或從經紀╱交易員獲

得屬於非交易所買賣的金融工具報價，又或該市場並不活躍，此工具的公平價值按

估值模式估值，而該估值模式可根據實際市埸交易提供可靠的估計價格。 

 

當採用現金流折讓價格模式，估計將來現金流按管理層的最佳估計及採用的貼現率

是在報告期結束日適用於相同條款工具的市埸利率。當採用其他價格模式時，輸入

參數是在報告期結束日的市場價格資料。 

(iv) 終止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獲得現金流的法定權利屆滿或已將重大風險及回報擁有權同時轉移後，

本分行終止確認金融資產。 

 

當合約的義務已被履行、取消或期滿，本分行終止確認金融負債。 

 

本分行採用加權平均法以釐定在終止確認時須在損益表確認的已實現盈利和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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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e) 金融工具（續） 

(v) 抵銷 

 

如具法定權利抵銷確認金額及計劃以淨額結算，或同時變賣資產以清償負債，金融

資產和金融負債互相抵銷，而在資產負債表內以淨額列示。 

(vi) 嵌入衍生工具 

 

嵌入衍生工具屬於一種混合（結合）式工具的組成部分，該工具包括衍生工具及一

主合約，並可改變該結合式工具的現金流，其作用類似一張獨立的衍生工具。當(a)

該嵌入衍生工具的經濟特性及風險與主合約並非緊密關連的；及(b)混合（結合）

式工具並非按公平價值計量及將公平價值變動於損益表內確認，嵌入衍生工具將與

主合約分開並按衍生工具賬。 

 

當嵌入衍生工具被分開處理，主合約根據上述附註(ii)入賬。 

(f) 固定資產與折舊 

固定資產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和減值虧損 (參閱附註 (g)) 後記入資產負債表。 

當超過現有資產原先評估的表現水平的未來經濟效益很可能流入本分行時，便會將

與固定資產有關而且已獲確認的其後支出加入資產的賬面金額。所有其他其後支出

則在產生的期間確認為支出。 

報廢或處置固定資產所產生的損益以處置所得款項淨額與該資產賬面金額之間的差

額釐定，並於報廢或處置日在損益中確認。 

 

該等資產是以直線法按照由4年至50年的預計使用年期計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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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g) 資產減值損失 

 

本分行須於報告期結束日檢討資產的賬面值以判斷是否有客觀減值證據。如對內及

對外資料來源均顯示減值證據存在，須減低賬面值至可收回金額，而減值損失於損

益表內入賬。 

(i) 貸款和應收賬款 

 

貸款和應收賬款的減值損失，是根據資產賬面值及估計未來現金流按資產原本之實

際利率折算為現值，以二者之差額計算。如果折算現值後的影響不大，不會折算短

期應收賬款。 

 

減值損失準備總額包括兩部分：個別減值準備及整體減值準備。 

 

本分行首先評估客觀減值證據是否個別存在於個別重大金融資產，及個別或整體存

在於非個別重大金融資產。若本分行判斷客觀減值證據並不存在於個別評估金融資

產，無論重大與否，本分行將有相同風險特性的金融資產歸類，及作整體減值評估。

已作個別減值評估的資產而減值損失已持續確認，該資產不會包括於整體減值評估

內。 

 

個別減值準備是根據管理層的最佳估計將可能收回之現金流按原本的實際利率折算

為現值。在估計現金流時，管理層須判斷借款人的財政狀況及給予本分行的抵押品

或擔保之可變現淨值，並須評估每宗減值資產的自身價值。 

 

當評估所需的整體減值損失準備時，管理層須考慮的因素包括信貸質素、組合規模、

信貸集中及經濟因素。為求估計所需的準備，本分行根據過往之經驗和現時之經濟

情況作假設以模擬潛在損失及判斷所需之輸入參數。 

 

撥備的準確性，須視乎本分行能否在評估個別準備時準確估計交易對手的未來現金

流及在判斷整體減值準備時所採用的假設模式及參數。雖然視乎判斷而定，本分行

相信貸款損失準備是合理和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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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g) 資產減值損失（續） 

(i) 貸款和應收賬款（續） 

 

所有貸款和應收賬款須定期作檢討及分析。在較後期間，任何因估計未來現金流的

金額及時間與先前估計的有所轉變，而該轉變是可客觀地與撇銷後發生的事件有關

連，從而導致減值損失準備亦需改變，該轉變會支銷或存入損益表。減值損失之轉

回只限於假設該貸款和應收賬款於過往從來未有確認減值損失的賬面值。 

 

倘再無實際機會收回時，則貸款及相關的應收利息會被撇銷。 

 

經重訂條款的貸款和應收賬款是因借款人的財政狀況惡化而須重組的貸款，而本分

行已顧及借款人的財政狀況而有所讓步，否則會不作此考慮。經重訂的貸款和應收

賬款須持續受監控以判斷它們是否仍然已減值或逾期。 

(ii) 持至到期投資 

 

持至到期投資之減值按個別及整體層面考慮。當折算的效果是重大的，個別減值準

備按資產賬面值，及估計未來現金流按資產原本之實際利率折算為現值，以二者之

差額計算減值損失。 

 

如所有重大資產毋須作個別減值，則須為已發生而未被發現的減值作整體評估。非

個別重大資產按相同風險特性歸類及作整體減值評估。 

 

若在較後期間，減值損失的金額減少而該減少是可客觀地與確認減值損失後發生的

事件有關連，減值損失轉回損益表內。減值損失轉回損益表的金額不能超過假設該

資產於往年從來未有確認減值損失的賬面值。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財務資料 

23 

會計政策（續） 

 

(g) 資產減值損失（續） 

(iii)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已減值，已直接確認在公平價值儲備內的累計

虧損會被轉入收益表內。須於損益賬內入賬的累計虧損金融，是購入成本（減除任

何本金償還及攤銷）與現時公平價值二者之差額，再減除住年已於收益表內入賬的

減值損失。 

 

按成本列賬之無報償可供出售股份證券，當折算的效果是重大的，股份證券的賬面

值及估計未來現金流按相同金融資產的現時市場回報率折算為現值，以二者之差額

計算減值損失。 

 

已確認於收益表之可供出售股份證券的減值損失是不能轉回收益表。其後該資產之

公平價值增加則直接確認在其他全面收益。 

 

而可供出售債務證券之公平價值增加，而該增加是可客觀地與已確認減值損失後發

生的事件有關連，減值損失可轉回。在此情況下，轉回減值損失於收益表內入賬。 

(iv) 其他資產 

 

在報告期結束日，須檢討對內及對外資料來源以辨別固定資產或其他資產是否有減

值徵兆或以往已確認之減值損失是否仍然存在或可能已經減少。 

 

如任何該等徵兆存在，須估計該資產的可收回金額。 

可收回金額之計算 

 

可收回金額是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及使用值二者中之較高者。在評估使用值時，會

採用一項當時市場評估的時間值及相對於該資產的風險的稅前折扣率將估計未來現

金流量折實為現在價值。當某資產未能大部分地獨立於其他資產產生現金流量，其

可收回金額取決於可獨立地產生現金流量的最小資產組合（即現金生產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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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g) 資產減值損失（續） 

(iv) 其他資產（續） 

減值損失之確認 

 

當資產的賬面值或其所屬的現金生產單位超過可收回金額時，須於損益表內確認減

值損失。有關確認現金生產單位減值損失時，首先減低分配予現金生產單位（或其

單位群組）之賬面值，其後再按比例減低在該單位（或其單位組別）其他資產的賬

面值，但該資產的賬面值不可低過其個別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或使用值（如可確定

的話）。 

減值損失之轉回 

 

如在用來釐定可收回金額的估計發生有利的變化，則減值損失會被轉回。 

 

減值損失轉回只局限至該資產的賬面值，猶如該等減值損失從未在往年被確認。減

值損失轉回在該被確認的年度計入損益表內。 

(h) 經營租賃 

 

當本分行使用經營租賃資產，其租賃付款按該租賃期所涵蓋的會計年期以等額分期

記入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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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i) 收回資產 

 

在收回減值貸款時，本分行會通過法庭程序或借款人自願交出擁有權收回抵押品資

產。根據本分行附註 (g)所載的會計政策，計算減值貸款之減值準備已顧及抵押品

資產之可變現淨值，通常引致須在減值準備內撇銷部分貸款。如大有可能須透過變

賣資產而不是持續使用資產，及該資產可在現況下出售，可收回資產視作其他資產

列賬。有關貸款隨後撇銷。 

 

收回資產按有關貸款的金額或於轉換日已減除出售成本後之公平價值，按兩者之較

低者入賬。收回資產毋須折舊或攤銷。 

 

在初始期分類及後期再計量所引致的減值損失於損益表確認。 

(j) 所得稅 

 

本年度所得稅包括本期及遞延稅項資產和負債的變動。除該稅款與股東權益有關而

須在股東權益確認的金額外，本期稅項及遞延稅項資產和負債的變動計入損益表內。 

 

本期稅項為年度應課稅收入按報告期結束日已生效或基本上已生效的稅率計算的預

計應付稅項，並已包括以往年度的應付稅項的任何調整。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是因納稅基礎計算的資產及負債與其賬面值之間的差異而分別

產生的可扣稅及應課稅的暫時性差異。遞延稅項資產也包括未使用的稅損及稅項抵

免。除了若干有限的例外情況外，所有遞延稅項負債及未來可能有應課稅溢利予以

抵銷的遞延稅項資產均予確認。 

 

確認遞延稅項的金額是根據該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之預期收回及結算的方式，按在

報告期結束日已生效或基本上已生效的稅率計算。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不作折讓。 

遞延收入會在擔保期內於損益中攤銷為已作出財務擔保的收入。此外，如果 (i) 擔

保的持有人可能根據這項擔保向本分行提出申索，以及 (ii) 向本分行提出的申索數

額預期高於其他賬項和準備現時就這項擔保入賬的數額 (即初始確認的數額減去累

計攤銷後所得數額) ，準備便會根據附註 (k)(ii)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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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k) 已作出財務擔保、準備和或然負債 

(i) 已作出財務擔保 

財務擔保是指那些規定發行人 (即擔保人) 根據債務工具的條款支付指定款項，以

補償受擔保人的受益人 (「持有人」) 因某一特定債務人不能償付到期債務而產生

的損失的合約。 

如果本分行作出財務擔保，擔保的公平價值 (即所收取的擔保費) 在其他賬項和準

備中初始確認為遞延收入。 

(ii) 其他準備及或然負債 

 

當負債的限期或金額不確定，但本分行有可能因過去事項構成法律或推定義務而須

付出經濟利益以償責任，並能對此作可靠估計，此負債便確認為準備。當金額的時

間值屬重大的，準備金額須按估計清償負債支出的現值列賬。 

 

倘可能不需要付出經濟利益，或不能對金額作可靠估計，除非付出的機會是極微，

則此項責任會視作或然負債披露。如潛在義務的存在須視乎會否發生一項或多項未

來事件才獲確定，除非付出經濟利益的機會是極微，此潛在義務亦視作或然負債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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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l) 僱員福利 

僱員應享有的薪酬、年終花紅、界定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及本分行非金錢性質福利

成本於確立時確認。僱員應享有的病假及分娩假於發生時確認。 

按照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定為香港員工對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強制性

公積金所作的供款，於產生時在損益表内支銷。 

(m) 關聯人士 

(a) 個人或該個人之近親家庭成員在以下情況下視為與本分行有關聯： 

(i) 可控制或共同控制本分行； 

(ii) 對本分行有重大影響力；或 

(iii) 是本分行或本分行之總行的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 

(b) 在以下任何情況下一實體會視為與本分行有關聯： 

(i) 該實體及本分行皆是同一集團成員（即每一間母公司、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

公司與其他有關聯）。 

(ii) 一實體是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或該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與該另

一實體均屬同一集團）。 

(iii) 兩個實體是同一第三者的合營公司。 

(iv) 一實體是一第三者的合營公司而另一實體則是該第三者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是提供福利予本分行或與本分行有關聯之實體的僱員離職後之福利計

劃。 

(vi) 該實體受在(a)項中所辨別的個人所控制或共同控制。 

(vii) 在(a)(i)項中所辨別的個人而該個人對該實體有重大影響力，或該個人是該實

體（或是該實體的母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 

個人的近親家庭成員指與該實體交易並可影響或受該個人影響的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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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n) 澳門金管局金融票據 

澳門金管局金融票據按面值減除未攤銷折扣後記入資產負債表。折扣按直線法在損

益表内攤銷。 

(o)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現金、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結餘、及其他短期高流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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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年內，本分行並沒有對會計政策作出重大的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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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以澳門幣列示 ) 

 

(a) 應收  / （應付）總行及其他關聯人士的款項 

年内，本分行與總行，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其部分其他分行和附屬公司進行正常

的銀行業務交易。管理層認爲，該等交易是按公平原則進行。資產負債表内賬項包

括與總行及其他分行和附屬公司的結餘，詳列如下： 

    

 總行 

其部分 

其他分行 附屬公司 

    
現金及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 

結存 274,156,870 1,746,937 183,979,422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659,581,895 321,218,290 - 
其他賬項 2,814,224 7,970 166,731 
 

      

 936,552,989 322,973,197 184,146,153 
 

      

    

創始基金 221,251,000 - - 
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存款及結餘 7,189,637,736 - 16,650,090 
其他賬項及準備 60,141,615 - - 
 

      

 7,471,030,351 - 16,650,090 
 

      

本分行的創始基金乃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b) 關聯人士交易 

本年度經營溢利於計及與總行及其他分行和附屬公司進行的重大交易後入賬如下：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澳門幣 
   

利息收入  18,196,087 

利息支出  (108,651,469) 
  

  

  (90,45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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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列示 ) 

 

信貸風險源於客戶或交易對手未能履行其承擔。 

本分行已制訂多項政策及程序，以辨別、衡量、監察及控制信貸風險。在此方面，

本分行已將信貸風險管理指引詳列於信貸手冊內，對信貸權限授權、授信標準、信

貸監控程序、20 級貸款分類系統、信貸追收及撥備政策訂下規定。本分行持續檢

討和改善該等指引，以配合市場轉變、有關法定要求及最佳作業風險管理程序。 

本分行已制訂多項政策及程序，以評估特定交易對手或交易的潛在信貸風險，以及

決定批核有關交易與否。本分行已制定適用於所有交易對手的內部評級系統。本分

行一直採用適當的風險控制措施，例如就不同行業和貸款組合釐定限額，以監控信

貸集中的風險。 

本分行亦已釐定檢討程序，確保按照貸款的規模和信貸評級，為貸款進行適當的檢

討和審批。本分行持續進行多個層次的信貸分析和監控。有關政策乃旨在盡早發現

需要特別監控的交易對手、行業或產品的風險承擔。交易組合的整體風險和個別減

值貸款及潛在減值貸款，均定期予以監控。 

最高信貸風險是指每一項已減除任何減值準備及按市值調整（如適用）的金融資產

在資產負債表的賬面值。 

本分行所面對的信貸風險主要源自客戶貸款及墊款。 

當本金或利息已逾期及在年底仍未清還，有特定還款日期的貸款及墊款將分類為逾

期墊款。當分期逾期及在年底仍未清還時，以固定分期償還的貸款亦視作逾期墊

款。若即時還款通知書已給予借款人但卻未能即時償還，即時償還的貸款當作逾

期，及/或該貸款已持續超出已知會借款人所核准的限額，而超出已知會借款人所

核准限額的時間比貸款逾期的時間更長。 

當本金或利息逾期超過 90 天或存在減值的客觀證據時，客戶貸款和墊款將分類為

為減值貸款。 

根據澳門金管局第 18/93-AMCM 號通告，信貸機構必須就呆壞賬維持最低水平的

特殊準備（按取決於貸款逾期時段的一定百分比計算），以及維持最低水平的一般

準備（按履約貸款總結餘和某些信貸相關的資產負債表以外風險額的 1%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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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列示 ) 

 

(a) 信貸風險額地域分佈 

地域分佈是基於交易對手的經營或所在國家，並已顧及轉移風險因素。一般而言，

在下述情況下才轉移風險：有關貸款的債權獲得並非交易對手所在地的國家的一方

擔保，或該債權的履行對象是某銀行的海外分行，而該銀行的總辦事處並非設於交

易對手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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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列示 ) 

 

(a) 信貸風險額地域分佈 （續） 

下列個別國家或司法權區、國家集團或國家内部地區的風險額佔在結算日主要種類

信貸風險額的 10% 或以上：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區域 
貸款及 

承擔總額 債務證券 金融衍生工具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    

其中：    

 銀行 -  880,100,844 

 政府 - 34,999,857 - 
 公營機構 81,250,000 - - 

 其他 5,543,910,935 - 8,025,695 

    

香港    

其中：    
 銀行 7,105,000 - 8,025,695 

 政府 - - - 

 公營機構 - - - 

 其他 1,626,846,268 - -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中：    

 銀行 4,539,848,955 - - 

 政府 - - - 

 公營機構 - - - 
 其他 196,505,909 - - 

    

其他    

其中：    

 銀行 - - - 
 政府 - - - 

 公營機構 - - - 

 其他 10,497,723 - - 

 
      

 12,005,964,790 34,999,857 896,15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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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列示 ) 

(a) 信貸風險額地域分佈（續） 

下列地區佔在結算日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的 10% 或以上：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貸款及 

墊款總額 逾期或減值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 
 

4,943,227,265 54,697,109 
香港 1,319,548,322 7,374,671 
中華人民共和國 4,578,991,956 2,667,270 
其他 10,497,723 - 
 

    

 10,852,265,266 64,739,050 
 

    

(b) 客戶貸款及墊款的行業分佈 

下表列示在結算日貸款及墊款的行業分佈：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結餘總額 逾期或減值 

 澳門幣 澳門幣 

   

製造業 
 

19,996,323 - 
水電及氣體燃料 81,250,000 - 

建築與公共工程 882,267,002 - 

貿易（批發和零售） 4,146,578,616 - 
食肆、酒店和相關業務 2,199,894,611 - 
運輸、倉務和通訊 176,060,433 - 

個人置業 2,058,748,918 64,398,803 

其他個人購置 308,859,349 340,247 
其他 978,610,014 - 
 

    

 10,852,265,266 64,739,050 
 

    

   

根據澳門金管局的規定，機構必須就貸款及墊款（逾期不足三個月）總結餘、擔保

和或然資產提撥 1% 的一般準備。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分行就於澳門的 “其

他個人購置” 貸款及墊款提撥特殊準備共澳門幣 70,64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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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列示 ) 

 

(c) 資產及負債的剩餘期限分析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即時 1 個月内 

1 個月以上 

至 3 個月 

3 個月以上 

至 1 年 

1 年以上 

至 3 年 3 年以上 

無註明日期或
逾期 總額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澳門幣 

資產         
         

庫存現金 134,495,160 - - - - - - 134,495,160 
現金及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結存 797,511,379 - - - - - - 797,511,379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 725,803,240 254,996,945 - - - - 980,800,185 
澳門金管局發行的證券 - 34,999,857 - - - - - 34,999,857 
客戶貸款及墊款 662,510,965 714,724,092 1,234,465,965 3,119,454,923 1,082,020,667 4,039,018,011 70,643 10,852,265,266 
 

                

 1,594,517,504 1,475,527,189 1,489,462,910 3,119,454,923 1,082,020,667 4,039,018,011 70,643 12,800,071,847 
 

                

負債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及結餘 - 442,900,000 - - - - - 442,900,000 
總行及其他分行存款 16,650,090 763,164,256 1,318,470,240 1,798,098,240 3,309,905,000 - - 7,206,287,826 
非銀行客戶存款 1,372,051,216 1,378,403,619 546,134,899 1,497,080,070 - - - 4,793,669,804 
 

                

 1,388,701,306 2,584,467,875 1,864,605,139 3,295,178,310 3,309,905,000 - - 12,442,85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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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列示 ) 

 

(d) 逾期資產分析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客戶貸款及墊款逾期分析如下: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總客戶貸款及墊款已逾期:   

總客戶貸款 

及墊款 

澳門幣 

個別減值  

準備 

澳門幣 

    

- 3 個月以上至 6 個月  26,444 26,444 

- 6 個月以上至 1 年  44,199 44,199 
 

     

  70,643 70,643 
 

     

    

佔總客戶貸款及墊款的%  -  
 

    

抵押物價值  -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概無逾期 3 個月以上的其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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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列示 ) 

 

市場風險源自所有對市場風險敏感的財務工具，包括債務證券、外匯合約和衍生工

具，以及資產負債表或結構性持倉。市場風險管理旨在避免盈利與股本蒙受過度損

失以及減少本分行因財務工具內在波動性而承受的風險。 

本分行的市場風險管理乃由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董事會或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核准的市場風險管理政策監管。

本集團董事會授權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負責持續進行日常市場風險管理。資產負債

管理委員會經風險管理委員會向董事會匯報。本集團風險管理處轄下的資產負債管

理部，負責監控與市場風險有關的活動。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負責處理本集團一切

與市場風險和流動資金風險相關的事項，亦負責定期檢討利率走勢及釐定相應的未

來業務策略。 

本分行亦設有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不單是管理本分行所面對的市場、利率、流動

資金和策略等方面風險, 還會商討資產負債管理事宜。本分行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須於每週開會後經總行中國業務總部向本集團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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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列示 ) 

 

本分行的利率持倉來自財資及商業銀行業務。利率風險主要是由帶息資產、負債及

承擔在再定息時的時差所致，亦與無息負債持倉有關，其中包括欠總行的款項和往

來賬戶及若干定息貸款和負債。利率風險由本分行財資部門按總行批准的限額範圍

進行日常管理。 

本分行管理銀行賬冊利率風險的主要方法是集中於重訂息率的錯配。差距分析可讓

本分行從靜態角度瞭解財報狀況的到期情況及再定息特點。本行設有重訂息率差距

限額以控制本分行的利率風險。 

本分行財資部門會對利率風險定期進行壓力測試。有關結果交由本分行資產負債管

理委員會檢討。如有需要，本分行將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 

有關利率變動對盈利和經濟價值影響的敏感度分析乃透過每月假設資產負債的收益

率曲線出現200個基點的利率衝擊來估算。本分行設有敏感度限額，以控制本分行

的盈利及經濟價值兩方面的利率風險承擔。有關結果定期向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風險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匯報。 

該敏感度分析僅用於管理風險，並依據資產及負債的靜態利率風險資料作出分析。

有關分析乃根據以下假設進行： 

(i) 收益率曲線及利率出現平行移動； 

(ii) 組合並無其他變動； 

(iii) 假設沒有提早償還貸款；及 

(iv) 假設沒有固定到期日的存款會被完全保留，並於翌日再定息。 

利率上調而導致本分行淨利息收入及經濟價值的實際變動與該敏感度分析的結果可

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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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列示 ) 

 

營運風險源自本分行的日常營運和代理業務。本分行實施經營和管理程序以管理營

運風險。這些安排主要致力於識別、評估及監控營運風險，以及遵守監管規定。 

本分行已實施中央的營運風險管理架構。所有單位須依據由本集團董事會或營運風

險管理委員會所批核的營運風險管理政策來管理營運風險。本分行資產負債管理委

員會負責監控與營運風險有關的活動。 

本分行所採用的營運風險管理工具包括營運風險事件匯報、自我評估監控、主要風

險指標、營運手冊、保險政策及業務持續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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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列示 ) 

 

本分行的外幣風險源自外匯買賣、商業銀行業務和結構性外匯風險承擔。 所有外

幣持倉均維持在總行所核准的限額內。 

本分行主要在澳門經營業務，加上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港幣和美元計價進行大部

分交易，所以並無承受重大外幣風險。由於澳門幣和港幣皆與美元掛鈎，因此本分

行認爲所面對以美元計價銀行結餘的外幣風險極低。 

本分行有既定的衡量外幣風險控制架構，當中包括每日向風險管理部門呈報外幣持

倉情況。 

下表列示除澳門幣以外的貨幣長持倉淨額：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澳門幣 

   

港幣  10,618,419 

人民幣  3,583,232 

美元  (1,186,769) 
其他貨幣  811,055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財務資料 

40 

外匯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列示 ) 

 

下表分析佔外幣淨持倉總額 10% 或以上的個別外幣持倉淨額： 

     
  交易貨幣 

  於 2014年 12月 31日 

 港幣 人民幣 美元 其他 

資產     

     

現金及在銀行及其他金融

機構的結存 360,055,984 200,207,959 33,246,420 9,413,021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

存款 - 634,888,800 311,606,100 34,305,285 

貿易票據 - 2,705,407,834 104,021,171 - 

客戶貸款及墊款及其他 

賬項 6,865,776,553 6,722,187 951,611,478 53,961 
 

        

現貨資產 7,225,832,537 3,547,226,780 1,400,485,169 43,772,267 
 

        

     

負債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 

存款及結餘 (5,278,397,198) (2,370,782,736) (7,892) - 

客戶存款 (2,805,928,949) (1,087,209,694) (503,836,611) (42,803,361) 

其他賬項及準備 (9,776,971) (85,651,118) (17,726,591) (157,851) 
 

        

現貨負債 (8,094,103,118) (3,543,643,548) (521,571,094) (42,961,212) 
 

        

     

遠期買入 886,708,695 - - 7,819,695 
遠期賣出 (7,819,695) - (880,100,844) (7,819,695) 
 

        

長持倉淨額 10,618,419 3,583,232 (1,186,769) 81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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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列示 ) 

 

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是為了確保本分行獲得充足的現金流量以配合所有財務承擔，並

掌握業務擴展的機會，當中包括確保本分行能夠在即時或合約期滿時滿足客戶的提

款要求；本分行在借款期滿時能夠還款；本分行符合法定的流動資金比率，以及掌

握新增貸款和投資的機會。 

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本分行維持充足的合適流動資產，例如現金和在銀行及其他

金融機構的存款，以確保能在經審慎釐定的限額內滿足短期資金要求。 

本分行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受經本集團董事會或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批准的流動資

金風險管理政策及原則監管。本分行的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獲本集團資產負債管理

委員會授權，負責監察本分行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本集團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制

訂管理流動資金風險的策略、政策及限額，以及確保執行有關策略與政策的措施。

本分行的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檢討各方面是否符合所設立的監管架

構，以及是否有需要改變策略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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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列示 ) 

 

下表概述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内流動資金風險的主要量化指標： 

  

(a) 所需持有的庫存現金每週最低金額算術平均數 93,337,854 
  

(b) 庫存現金每週平均金額算術平均數 275,239,380 
  

(c) 每月底特定流動資產算術平均數 2,119,119,250 
  

(d) 月底特定流動資產對基本負債總額的平均比率 45.01% 
  

(e) 每月最後一周的一個月流動資金比率算術平均數 75.19% 
  

(f) 每月最後一周的三個月流動資金比率算術平均數 92.93% 

以上比率和數字均按摘錄自每週及每月向澳門金管局所申報的數據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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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以澳門幣列示 ) 

 

(a) 資本承擔 

於12月31日，未償付但並未在財務報表中提撥準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澳門幣 

   

已核准並已簽約  4,448,196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12月31日，在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內，未來最低應付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澳門幣 

   

1 年以内  6,677,278 

1 年至 5 年内  8,921,860 

5年後  2,142,400 
  

  

  17,741,538 
  

  

本分行以經營租賃形式租入多項物業。租賃年期一般初定 2 至 3 年，到期日後可

再續約。所有租約並不包括或有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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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狀況的其他資料 
(以港幣列示 ) 

 

本分行是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本行」）屬下分行，因此無須編制綜合賬項。除非

另有説明，下文所披露的一切資料皆摘錄自本行（本分行為其成員）最新刊發的年

度經審計綜合財務報表其中的相應資料。 

讀者可經不同渠道（包括本行網址 http://www.hkbea.com）閲覽該經審計綜合財

務報表。下文所披露的資料應與該經審計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閲讀，以便更全面了解

本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 

(a) 綜合資本充足比率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  11.8 

一級資本比率  12.5 

總資本比率  16.7 

資本充足比率乃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所頒佈的《銀行業（資本）規則》（《資本規

則》）計算。於2014年12月31日之資本充足比率乃根據因應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

定III而經修訂並於2013年1月1日生效的《資本規則》所編製。根據「資本規則」，

本行選擇採納「基礎內部評級基準計算法」計算信貸風險之風險加權資產、「內部

模式計算法」計算市場風險及「標準計算法」計算營運風險。 

用作監管用途之綜合基礎與作會計用途之綜合基礎是不相同的。包括在用作監管用

途之附屬公司乃按《資本規則》第3C 條所頒佈的通知內列載。不包括在用作監管

用途的綜合基礎之附屬公司為非金融類公司以及已核准和受一監管機構規管的證券

及保險公司，對該等公司有關維持足夠資本以支持商業活動的監管安排，與按照適

用於《資本規則》及《銀行業條例》的金融機構之標準相符。本行於該等公司的權

益已按《資本規則》第3部分所述之門檻規定以及附表4H所述之過渡性安排經計算

後從一級及二級資本中扣除。 

http://www.hkb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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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狀況的其他資料（續） 
(以港幣列示 ) 

 

(b) 股本及儲備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股本總額  25,217  

儲備總額  43,663 
  

  

(c) 綜合資產、負債及溢利狀況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資產總額  795,891 

負債總額  722,447 

客戶貸款及墊款總額  443,287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及結餘  33,323 

客戶存款  548,184 

除稅前溢利  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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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狀況的其他資料（續） 

 

(d) 持有本行股份的合資格股東名單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

所記錄，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擁有本行普通股股份權益的如下： 

    

姓名 身份及性質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的百分率 

    
CaixaBank, S.A. 實益擁有人 422,842,3851 18.02 

Criteria CaixaHolding, 
S.A., Sociedad 
Unipersonal 

法團的權益 422,842,3851 18.02 

Fundacion Bancaria Caixa 
d’Estalvis i Pensions de 
Barcelona “la Caixa” 

法團的權益 422,842,3851 18.02 

國浩管理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39,766,7932,3 15.024 

國浩集團有限公司 法團的權益 339,766,7932 15.02 

GuoLine Overseas Limited 法團的權益 339,766,7932 15.024 

GuoLine Capital Assets 
Limited 

法團的權益 339,766,7932 15.024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法團的權益 339,766,7932,3 15.02 

HL Holdings Sdn Bhd 法團的權益 339,766,7932 15.02 

郭令燦 法團的權益 339,766,7932 15.02 

Hong Leong Investment 
Holdings Pte. Ltd. 

法團的權益 339,766,7933 15.02 

Davos Investment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法團的權益 339,766,7933 15.02 

KWEK Leng Kee 法團的權益 339,766,7933 15.02 

三井住友銀行 實益擁有人 211,553,9385 9.50 

三井住友金融集團 法團的權益 211,553,9385 9.50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財務資料 

47 

有關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狀況的其他資料（續） 

 

(d) 持有本行股份的合資格股東名單 （續） 

附註：  

1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Fundacion Bancaria Caixa d’Estalvis i Pensions de Barcelona “la 

Caixa”全資擁有 Criteria CaixaHolding, S.A., Sociedad Unipersonal，而 Criteria CaixaHolding, 

S.A., Sociedad Unipersonal 則為 CaixaBank, S.A. 的控股股東。 Fundac ion Bancar ia 

Caixa d'Estalvis i Pensions de Barcelona “la Caixa”及 Criteria CaixaHolding, S.A., Sociedad 

Unipersonal 因此而被視為擁有 CaixaBank, S.A. 所持有的 422,842,385 股的權益。 

本行已收到通知上述 3 個法團的持股量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持股量已增加至 438,453,985 股
（佔本行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發行股份約 18.68%）。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
彼等增持有關股份無須作出披露。 

2
 附註 2 及 3 所指之 339,766,793 股本行股份為同一批股份。國浩管理有限公司為 339,766,793

股（相等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作出披露時本行已發行股份約
15.02%）之實益擁有人。由於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全資擁有 GuoLine 

Capital Assets Limited 、 GuoLine Capital Assets Limited 全資擁有 GuoLine Overseas 

Limited、GuoLine Overseas Limited 持有國浩集團有限公司的 74.10%權益及國浩集團有限公
司全資擁有國浩管理有限公司，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因此而被視為擁有國
浩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39,766,793 股的權益。GuoLine Capital Assets Limited、GuoLine 

Overseas Limited 和國浩集團有限公司均被視為擁有國浩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39,766,793

股的權益。 

郭令燦擁有 HL Holdings Sdn Bhd(「HLH」)的全部權益，而郭令燦分別以其個人名義及透過其
全資擁有的 HLH 持有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的 2.424%及 46.534%權益，
以及透過 Newton (L) Limited 持有 0.311%（合共 49.27%權益），因此郭令燦被視為擁有國浩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339,766,793 股股份的權益。 

3
 附註 2 及 3 所指之 339,766,793 股本行股份為同一批股份。Davos Investment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持有 Hong Leong Investment Holdings Pte. Ltd. 的 33.59%權益，Hong Leong 

Investment Holdings Pte. Ltd. 則持有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的 34.69%權
益。Davos Investment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和 Hong Leong Investment Holdings Pte. Ltd. 

因持有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的權益而被視為擁有國浩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 339,766,793 股 (相等於 2013 年 6 月 26 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作出披露時本行
已發行股份約 15.02%)的權益。 

Kwek Leng Kee 因持有 Davos Investment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 的 41.92%權益而被視為擁
有國浩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之 339,766,793 股的權益。 

4
 GuoLine Overseas Limited 及  GuoLine Capital Assets Limited 為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國浩管理有限公司則為國浩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由於 Hong Leong Company (Malaysia) Berhad 及國浩集團有限公司已將大股東權益的通
知存檔，GuoLine Overseas Limited、GuoLine Capital Assets Limited 及國浩管理有限公司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中「全資集團豁免條文」毋須將其大股東權益通知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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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狀況的其他資料（續） 

 

(d) 持有本行股份的合資格股東名單 （續） 

附註：（續）  

5
 三井住友金融集團全資擁有三井住友銀行。三井住友金融集團因此而被視為擁有三井住友銀行
所持有的 211,553,938 股的權益。 

本行已收到通知上述 2 個法團的持股量佔本行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增加至 227,404,614 股
(佔本行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已發行股份約 9.69%)。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彼等
增持有關股份無須作出披露。 

(e) 董事會 

本行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李國寶爵士（主席兼行政總裁） 

李民橋先生（副行政總裁） 

李民斌先生（副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李國章教授（副主席） 

李國星先生 

李澤楷先生 

李福全先生 

李國仕先生 

范禮賢博士 

李家傑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子欣博士（副主席） 

黃頌顯先生 

羅友禮先生 

丹斯里邱繼炳博士 

駱錦明先生 

杜惠愷先生 

郭孔演先生 

張建標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