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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資產總額 
備用金、 

折舊及減值 資產凈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資產     

     

現金  204,901  - 204,901  

澳門金管局存款  405,826  - 405,826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23,449  - 23,449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226,102  - 226,102  

放款  13,663,566  161,150 13,502,416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2,713,900  - 2,713,9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4,717,308  - 4,717,308  

債務人  28,700  - 28,70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50  - 250  

不動產  90,800  1,494 89,306  

設備  104,752  78,664 26,088  

內部及調整賬  138,254  - 138,254  

  
      

總額  22,317,808 241,308 22,0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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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小結 合計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負債    

    

活期存款  11,468,792  

通知存款  7,697  

定期存款  2,565,097 14,041,586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24,691 
 

外幣借款  7,362,227  

應付支票及票據  90,369  

各項負債  39,771 7,517,058 

  
  

 

內部及調整賬   116,354 

各項風險備用金   177,132 

重估儲備  77,497  

其他儲備  24,531 102,028 

  
  

 

營業結果   122,342 

   
  

總額   22,0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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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營業賬目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半年度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半年度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負債業務成本 104,331 資產業務收益 267,509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40,919 

     職員開支 44,678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50,173 

     固定職員福利 6,270 其他銀行收益 592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1,269 非正常業務收益 12,319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67,151   

其他銀行費用 5,936   

稅項 5   

非正常業務費用 -   

折舊撥款 9,215   

營業利潤 132,657  
 

 
  

 
  

總額 371,512 總額 37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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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損益表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半年度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半年度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歷年之虧損 57,428 營業利潤 132,657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17,207 歷年之利潤 1,371 

營業結果 122,342 備用金之使用 57,428 

  備用金之回撥 5,521 

 
  

 
  

總額 196,977 總額 19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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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半年度 

  澳門幣千元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139,549 

   

調整項目:   

折舊及攤銷  9,215 

減值支出和其他信貸風險準備  (1,371) 

利息收入  (267,509) 

利息支出  104,331 

已收利息  286,904 

已付利息  (119,443) 

  
  

  15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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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資産 (增) / 減額:   

   

存於澳門金管局之最低存款的變動  (5,834)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的變動  (150,000)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外地信用機構 

  之通知及定期存款的變動  355,518 

放款的變動  1,118,391 

債務人及內部及調整賬(資産)變動  27,648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及外幣借款變動  (2,128,900) 

活期、通知及定期存款變動  (786,821) 

應付支票及票據、各項負債及內部及調整賬(負債)變動  (31,028)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  (1,44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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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付稅項  -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淨額  (1,449,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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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 (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截至2020年 
6月30日 

止半年度 

  澳門幣千元 

投資活動   

購入不動產及設備  (1,008)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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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活動   

匯入總行溢利  (287,793)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8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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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及等同金項目淨減額  (1,738,151) 

  
 

於 1月 1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8,450,812 

  
  

於 6月 30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712,66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分析：   

現金  204,901 

澳門金管局存款  405,826 

在本地之其他用機構活期存款  23,449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226,102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2,713,9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4,717,308 

    

於資產負債表金額  8,291,486 

減:   

存於澳門金管局之最低存款  (289,338)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1,050,000)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

及定期存款  (239,487) 

    

現金流量表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71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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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a) 或然負債及承擔 

   

  合約金額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財務擔保  90,174 

  
  

   

履約擔保  2,921,626 

  
  

   

跟單信用証及與貿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651,951 

  
  

   

其他承擔  10,62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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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書和授信承

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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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關備用

信貸可能在未被提取前已到期，故合約金額並不反映預期的未來現金流量。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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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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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匯率合約  12,880,386 

  
  

衍生工具是在外匯市場進行遠期交易而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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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0 日                                                                                      

 資產 負債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公平價值   

 匯率合約 32,298 23,438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   

 匯率合約  5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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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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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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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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重大關聯方交易 

本分行進行了以下重大的關聯方交易。 

(a)  與集團公司的交易 

上半年內，本分行在日常銀行業務過程中與關聯方進行了交易，包括借貸、接受及

存放同業存款、往來銀行交易和資産負債表外交易。這些交易的定價是按照每次進

行交易時的相關市場利率而定。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半年度關聯方交易的數額及於 6月 30 日的結欠如下： 
   

 附屬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截至2020年 
6 月 30 日止半年度 

截至2020年 
6 月 30 日止半年度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利息收入 91 38,861 

利息支出 (36) (82,223)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507 276 

服務費及佣金支出 (1,346) (273) 

交易收益 - 6,666 

其他經營收入 59 508 

經營開支 (16,873) (35,307) 

 
    

截至 6月 30 日止半年度 (17,598) (7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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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關聯人士交易(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重大關聯人士交易 (續) 

(a)  與集團公司的交易(續) 
   

 附屬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
銀行有限公
司香港分行 

 

於2020年 
6 月 30 日 

於2020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資產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63,439 55,435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370,590 4,346,718 

內部及調整賬 211 24,424 

   

負債   

外幣借款 (19,129) (7,284,616) 

活期存款 (28,768) (42,873) 

內部及調整賬 (617) (19,776) 

 
    

淨額 485,726 (2,920,688) 

 
    

本分行並無就上述關聯方貸款和關聯方存款計提任何減值準備。 

本分行的直屬母公司為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而最終母公

司為在英國註冊成立的滙豐控股有限公司。直屬及最終母公司均已編製綜合財務報

表以供公眾參閱。 

(b)  主要管理人員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包含於人事費用中)如下： 

   

  

截至2020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 

  澳門幣千元 

   

行政人員  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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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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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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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0 日                                         

 
放款及 

承擔總額 
在本澳信用機構

拆放 

在外地信用機構
之通知及定

期存款 金融衍生工具 
區域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     

 銀行 - 133,900 - - 

 政府及公營機構 - 2,580,000 - - 

 其他 12,415,237 - - 2,87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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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總額 12,415,237 2,713,900 - 2,87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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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銀行 - - 4,717,308 3,573,211 

 政府及公營機構 - - - - 

 其他 762,76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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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總額 762,764 - 4,717,308 3,57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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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 13,178,001 2,713,900 4,717,308 6,44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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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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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0 日                                                                                       

 放款總額 逾期或減值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 12,425,122 43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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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b) 客戶貸款及墊款的行業分佈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貸款及墊款的行業分佈   

 製造業  432,880 

 建築與公共工程  243,891 

 貿易（批發和零售）  4,861,139 

 食肆、酒店和相關業務  12,207 

 運輸、倉儲和通訊  30,000 

 資訊科技  3,797 

 個人置業  5,948,303 

 其他個人購置  200,031 

 其他  1,931,318 

  
  

  13,66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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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按行業劃分的特定

準備數額如下：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個人置業  2,068 

 其他個人購置  159,082 
    

  16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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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 (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c) 資產及負債的剩餘期限分析 

 
  於 2020年 6 月 30 日  

 即時 3個月内 

3個月以上 
至 1年 

1年以上 
至 5年 5年以上 

無確定 
年期 總額 

澳門幣千元        

 

資產        
        

現金 204,901 - - - - - 204,901 

澳門金管局存款 - 405,826 - - - - 405,826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23,449 - - - - - 23,449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226,102 - - - - - 226,102 

放款 79,232 3,347,705 1,462,107 3,813,711 4,799,661 - 13,502,416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 1,973,900 740,000    2,713,9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 4,717,308 - - - - 4,717,308 

債務人 28,700 - - - - - 28,700 

金融資產 - - - - - 250 250 

不動產 - - - - - 89,306 89,306 

設備 - - - - - 26,088 26,088 

內部及調整賬 121,384 16,610 260 - - - 138,254 

 
              

 683,768 10,461,349 2,202,367 3,813,711 4,799,661 115,644 22,0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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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        
        

活期及通知存款 11,476,489 - - - - - 11,476,489 

定期存款 - 2,279,063 286,034 - - - 2,565,097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及外幣借款 478,355 7,563 1,442,000 5,459,000   7,386,918 

應付支票及票據 90,369 - - - - - 90,369 

各項負債 39,771 - - - - - 39,771 

內部及調整賬 18,645 15,823 17,386 58,451  6,049 116,354 

各項風險備用金 1,039 43,917 19,181 50,030 62,965 - 177,132 

 
              

 12,104,668 2,346,366 1,764,601 5,567,481 62,965 6,049 21,85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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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流動性差距 (11,420,900) 8,114,983 437,766 (1,753,770) 4,736,696 109,595 224,37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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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 (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d) 逾期資產分析 

逾期的客戶墊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逾期的客戶墊款總額：   

 3個月以上至 6個月  19,185 

 6個月以上至 1年  18,725 

 1年以上  180,107 
    

  218,017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逾期貸款及墊款的抵押品的價值：   

 3個月以上至 6個月  20,497 

 6個月以上至 1年  23,161 

 1年以上  25,462 
    

  69,120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就逾期墊款提撥特定準備的金額：   

 3個月以上至 6個月  2,330 

 6個月以上至 1年  826 

 1年以上  157,994 
    

  161,15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其他銀行和非銀行客戶資產並未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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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外幣風險 

下表列示除澳門幣以外的貨幣(短)持倉淨額: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美元  36,452 

港幣  213,509 

其他貨幣  393 
    

總額  25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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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外幣風險(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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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  

 美元 港幣 其他貨幣 總額 
等值澳門幣千元     

     

資産     

現金及在其他信用機構 

  活期存款 17,286 168,793 184,138 370,217 

放款 2,206,746 9,088,729 23,573 11,319,048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 133,900 - 133,900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 

  及定期存款 1,955,811 2,060,000 701,498 4,717,309 

債務人 - 10,181 112 10,293 

內部及調整賬 35,521 37,446 34 73,001 

 
        

現貨資產 4,215,364 11,499,049 909,355 16,623,768 
 ----------------- ----------------- ----------------- ----------------- 

 

負債     

活期,通知及定期存款 (4,859,568) (4,075,725) (537,506) (9,472,799)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及外幣借款 (25,614) (7,285,199) (2,654) (7,313,467) 

應付支票及票據 - (30,389) - (30,389) 

各項負債 (18,178) (13,835) (255) (32,268) 

內部及調整賬 (24,067) (9,840) (215) (34,122) 

 
        

現貨負債 (4,927,427) (11,414,988) (540,630) (16,88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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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期買入 3,532,668 1,353,562 1,558,352 6,44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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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期賣出 (2,857,057) (1,651,132) (1,927,470) (6,43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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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結構性短盤淨額 (36,452) (213,509) (393) (25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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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下表概述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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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628 

  

(b) 庫存現金每週平均金額算術平均數 680,498 

  

(c) 每月底特定流動資產算術平均數 10,637,575 

  

(d) 月底特定流動資產對基本負債總額的平均比率 81.9% 

  

(e) 每月最後一周的一個月流動資金比率算術平均數 620.0% 

  

(f) 每月最後一周的三個月流動資金比率算術平均數 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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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 

 

(a) 資本承擔 

於 2020年 6月 30日，概無未償付但並未在財務報表中提撥準備的資本承擔。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 2020年 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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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0 日 

  澳門幣千元 
   

1年以内  12,212 

1年至 5年内  7,435 

  
  

  1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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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總行狀況的其他資料 
(以港幣列示 ) 

 

本分行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本行」) 的其中一家分行，因此毌須編製

綜合財賬目。  除非另有説明，下文所披露的一切資料皆摘錄自滙豐集團（本分行

為其成員）最新刊發的綜合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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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c.com.hk）閲覽該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下文所披露的資料應與該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一併閲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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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0 日 

  % 

   

於 6月 30日的資本充足比率   

  一級資本比率  18.3 

  總資本比率  20.3 

 

所列資本比率已載於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向香港金管局呈交的「資本充足比

率」申報表內。根據《銀行業（資本）規則》第 3C(1)條的規定，本行須依照香港

金管局指定的綜合基準編製此申報表。 

 

 

http://www.hs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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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總行狀況的其他資料

(續） 
(以港幣列示 ) 

(b) 股本及儲備 

  於 2020 年 

  6月 30 日                                                                                       

  港幣百萬元 

   

股本  172,335 

其他權益工具  44,615 

其他儲備  122,093 

保留利潤  473,964 

     

股東權益總額（不包括非控股股東權益）  813,007 

非控股股東權益  63,460 

     

各類股東權益總額  876,467 

     

   

 (c) 綜合資產、負債及溢利狀況 

  於 2020 年 

  6月 30 日                                                                                       

  港幣百萬元 
   

資產總額  9,097,338 

負債總額  8,220,871 

客戶貸款  3,679,364 

同業存放   233,635 

客戶賬項   5,604,067 

除稅前利潤   51,667 

  
  

 (d) 持有本行股份的合資格股東 

 

本分行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本行」) 的其中一家分行。本行之最終控

股公司為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在英格蘭註冊成立。並無股東為滙豐控股有限

公司普通股的多數權益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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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總行狀況的其他資料

(續） 

 

(e) 董事會 

本行的董事會成員如下： 

 

史美倫*，GBM（主席） 

王冬勝（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穆秀霞* （副主席） 

Graham John Bradley* 

鄭慧敏 

鄭維志博士*，GBS，OBE 

錢果豐博士*，GBS，CBE 

蔡耀君* 

利蘊蓮* 

李昕晢* 

李澤鉅# 

蔡敏慧*，PBM，BBM，JP 

韋智理*，BBS 

丹斯里楊肅斌博士*，KBE，CBE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