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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管理層報告書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本分行」) 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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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澳門南灣大馬路 639 號 1 樓。本行編制財務報表供公眾使用。本分行是根據澳門

金融管理局（「澳門金管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監管的持牌銀行。 

本分行澳門業務 

2021 年，我們繼續推行既定策略，一方面利用集團的環球網絡支持澳門客戶，同

時把握與香港及內地（特別是大灣區）的跨境貿易機遇，致力於澳門發展成為一家

領先的國際貿易銀行。年內收入總額下跌 18%，主要受淨利息收益下跌影響，惟費

用收益淨額上升，總體抵銷了大部分跌幅。由於貸款撥備減少（尤其在批發銀行業

務組合方面），除稅前利潤躍升逾 29%。  

2021 年的營商環境充滿挑戰，但澳門滙豐繼續維持穩健的資產負債，貸款及存款

分別錄得 30% 及 4% 增長，並積極爭取以及捕捉大灣區發展帶來的機遇。我們加強

跨境合作，包括參與珠海橫琴自貿區人民幣跨境資金池，並增加與中國內地及香港

辦事處進行聯合路演。為推進集團倡議的可持續發展藍圖，我們亦支持澳門政府都

市更新項目的銀團貸款，以及澳門大型企業集團為發展橫琴所籌集的兩項綠色貸

款。  

新冠疫情爆發期間，我們繼續以行動支持政府推動的延遲還款計劃，並以優惠條件

向企業及零售客戶提供貸款，齊心支持澳門經濟。   

為提供更卓越的服務，並體現本行於大灣區市場提供一致產品的承諾，我們於

2021 年 7 月重啟滙豐自家品牌的保險業務，為零售客戶提供更多選擇。  

為響應澳門政府推動的現代金融發展，滙豐於去年被委任澳門銀行公會轄下的現代

金融發展委員會主席，進一步積極參與有關工作。委員會共有 11 名成員，廣受業

界支持。 

為加強數碼化進程，我們繼續精簡上客手續，簡化開戶流程。支付服務方面，我們

已啟動匯入轉賬功能，以支持澳門金融管理局推動的「過數易」服務，促進跨行轉

賬，並盡量減省本地銀行間小額轉賬的成本及需時。未來一年，我們將全力支持信

貸基建的發展，構建更完善的跨行信貸資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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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管理層報告書(續) 

 

本分行澳門業務(續) 

金融犯罪合規及風險管理方面，我們繼續簡化風險類別、管治論壇及報告機制，以

提供更優質、更快捷的客戶體驗，實現更簡便、更安全的貸款流程。我們繼續將流

動資金風險比率控制在可承受風險水平之內，並因應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進行密切

監察。 

人事方面，我們招募具備多元知識和經驗的人才，持續構建強大團隊。我們推出本

地學徒計劃，協助澳門的大學生獲取在職實習經驗。在大灣區人才招聘、留任及員

工投入度等方面，我們均作出極大努力。我們亦持續檢討員工福利。此外，我們又

推行一系列計劃，包括全行員工大會、員工福祉工作組、文化意識課程，以及幫助

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更佳平衡的休假及靈活工時政策，從而提升員工福祉及

操守意識，建立更好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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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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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93 - 418,293 
澳門金管局存款  462,163 - 462,163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95,367 - 195,367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46,675 - 346,675 
放款  17,352,243 327,271 17,024,972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3,340,957 - 3,340,957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2,263,793 - 2,263,793 
債務人  28,821 - 28,82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50 - 250 
不動產  97,600 - 97,600 
設備  123,681 103,022 20,659 
內部及調整賬  129,490 - 129,490 
  

      

總額  24,759,333 430,293 24,32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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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21    
  小結 合計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負債    
    
活期存款  13,343,956  
通知存款  -  
定期存款  1,788,947 15,132,903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  7,433  
外幣借款  8,451,870  
應付支票及票據  87,358  
各項負債  22,362 8,569,023 
  

  
 

內部及調整賬   189,967 
各項風險備用金   218,147 
重估儲備  84,803  
其他儲備  30,781 115,584 
  

  
 

本年營業結果   103,416 
   

  

總額   24,32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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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營業賬目  
 2021  2021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負債業務成本 27,018 資產業務收益 324,706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88,422 
     職員開支 95,404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98,902 
     固定職員福利 15,998 其他銀行收益 246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3,183 非正常業務收益 1,402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152,865   
其他銀行費用 9,169   
稅項 46   
非正常業務費用 342   
折舊撥款 18,188   
備用金之撥款 78,717   
營業利潤 112,748   

 
  

 
  

總額 513,678 總額 51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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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損益表  
 2021  2021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歷年之虧損 2,369 營業利潤 112,748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11,576 歷年之利潤 2,244 
營業結果(盈餘) 103,416 備用金之使用 2,369 
 

  
 

  

總額 117,361 總額 11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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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21 
  澳門幣千元 

營業活動   
   
除稅前溢利  114,992 
   
調整項目:   

折舊及攤銷  18,188 
減值支出和其他信貸風險準備  76,473 
利息收入  (324,706) 
利息支出  27,018 
已收利息  326,564 
已付利息  (29,069) 

  
  

營業資産變動前的營業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209,460 
  ----------------- 

   
   
存於澳門金管局之最低存款之變動  6,892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之變動  (312,712)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外地信用機構 

  之通知及定期存款之變動  821,348 
放款之變動  (3,962,094) 
債務人之變動  (5,828) 
內部及調整賬(資産)之變動  111,377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之變動  7,433 
外幣借款之變動  3,267,750 
活期、通知及定期存款之變動  555,077 
內部及調整賬(負債)之變動  (27,784) 
應付支票及票據之變動  14,971 
各項風險備用金及負債之變動  26,510 
  

 
  

營業活動產生之現金  71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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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21 
  澳門幣千元 

營業活動(續)   

   

已付稅項  (16,680) 
    
營業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695,720 
  ---------------- 
投資活動   
   
購入不動產及設備  (2,111)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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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活動   
   
匯入總行溢利  (71,982)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7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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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淨增額  621,627 
   
於 1 月 1 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302,826 
  

  

於 12 月 31 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92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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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21 
  澳門幣千元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分析：   

現金  418,293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95,367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46,675 
澳門金管局存款  462,163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3,340,957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2,263,793 
    
於資產負債表金額  7,027,248 

減:   
存於澳門金管局之最低存款  (311,458)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1,74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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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80) 
    
現金流量表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92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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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a) 或然負債及承擔 
   
  合約金額 
  2021 
  澳門幣千元 

   
財務擔保  10,954 
  

  

   
履約擔保  2,517,726 
  

  

   
跟單信用証及與貿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1,916,097 
  

  

   
其他承擔  9,23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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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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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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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澳門幣千元 

   
匯率合約  3,16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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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價值及信貸風險加權金額如下： 
   
           2021 
 資產 負債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公允價值   
 匯率合約 29,736 14,717 
 

    

 
  2021 
  澳門幣千元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   
 匯率合約  2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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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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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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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工具合約的信

用風險加權資產是將其減險措施後的信用等值金額乘以適用於交易對手的風險加權

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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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行財務報表是按照《第 32/93/M 號法律》和澳門特區第 25/2005 號行政法規所

頒佈的《澳門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編製。 

 (b)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分行是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的一部分，因此並非獨立的

法人實體。本財務報表是基於澳門分行保存的賬冊和記錄而編製，這些賬冊和記錄

包含本分行在本地的所有交易的證據，但未必能夠全面反映本分行的所有交易。 

 

本財務報表以澳門幣千元列示。除租賃土地和不動產、澳門金管局發行金融票據及

金融衍生工具外，本財務報表是以原值成本作為計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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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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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估計的修訂只於該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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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採納的新準則及解釋 
 

於2020年3月17日發佈的第44/2020號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核准，《財務報告準則》

（新《財務報告準則》）自2020年3月28日起生效，並自該日起取代澳門政府根據

第25/2005號行政法規於2005年12月9日發佈的《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告準

則》）。於2022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必須強制採用新《財務報告準則》。本

分行在編製財務報表時並未提早採納新《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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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b)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續) 
 

新《財務報告準則》所包含的所有準則預期不會對本分行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惟以下列載者除外： 

 

(i)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列報」要求所有非所有者權益變動列示在一

張綜合收益表或兩張報表中。當企業追溯應用某項會計政策或進行追溯重述

時，該準則亦要求在最早的比較期開始時，在完整的財務報表中列示資產負

債表。該等情況影響列報。 

 

(ii)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新準則涉及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和終止確認，並引入了有關套

期會計的新規定以及新的金融資產減值模型。該準則允許在採納時使用過渡

性條款。  
 
本分行正在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要求但預期新指引不會對本分行

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新的減值模型還要求根據預期信用損失(ECL)以釐定減值撥備,而非單是已發

生損失。銷成本分類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

益的債務工具、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下的合同資產、應收租賃款、貸款承諾以及某些財務擔保合同。本分行已對

新模型如何影響其減值撥備進行詳細評估，並可能導致提早確認信用損失，

及由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預期導致減少減值撥備。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發佈的第 012/2021-AMCM號通告中，要求分行根據金

融資產的信貸風險設立監管儲備，採用新的預期信用損失減值處理將不會導

致分行截至 2022 年 1 月 1 日的可分配利潤增加。 
 
新準則亦增加了披露規定和列報的改變。本分行預計其金融工具的披露性質

和範圍將發生改變，尤其是在新準則採納的年度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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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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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價值、貸款和應收賬款、可

供出售金融資産及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工具於初始期按公允價值計量，而公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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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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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的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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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

價值列賬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因公允價值變動而產生的盈利及虧損由該日

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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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c) 金融工具（續） 

(ii) 分類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 

此類別包含不符合採用對沖會計法資格的衍生工具，有關交易會作為買賣用

途的工具入賬。 

屬於此類別的金融資產及負債是以公允價值入賬，在持有或發行後不可重新

分類為此類別或其他類別。公允價值變動在其產生的期間記入損益表。在處

置或回購時，出售所得款項淨額或付款淨額與賬面值之間的差額也記入損益

表。 

貸款和應收賬款 

貸款及應收款是指附帶固定或可釐定付款，但沒有活躍市場報價的非衍生金

融資產，但不包括：(a) 本分行擬即時或在短期內出售並會劃歸為持作買賣

的非衍生金融資產；(b) 本分行於初始確認時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或

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資產；或 (c) 本分行可能無法收回絕大部分初始投資 

(因信貸表現惡化而無法收回的除外) 而劃歸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資

產。貸款及應收款主要包括在金融機構的結存與客戶貸款及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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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

會計政策 (e)）。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是指定為可供出售或並無劃歸為任何其他類別的非衍生金

融資產，包括擬無限期持有，但可能因應流動資金需求或市場環境變動而出

售的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是按公允價值列賬。因公允價值變動而產生的未變現收益

及虧損均直接在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中確認，但債務證券等貨幣項目的匯

兌收益及虧損與減值損失則在損益表中確認。 

沒有活躍市場報價而其公允價值亦不能可靠地計量的權益工具投資，以及與

其掛鈎並須透過交付這些無報價權益工具進行結算的衍生工具，是按成本減

去減值損失 (如有)(參閱會計政策 (e)) 後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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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c) 金融工具(續） 

(ii) 分類(續）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續） 

倘若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銷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連

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儲備的累計公允價值調整，按處置的收益或虧損處理。 

其他金融負債 
 
除作交易用途及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的金融負債外，金融負債按實際利

率法計算攤銷成本入賬。 

(iii) 計量公允價值之原則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是以於結算日未扣除任何估計未來出售成本的市場報價 

(如有) 為準。金融資產按現行買入價定價，金融負債則按現行賣出價定

價。 

倘若沒有市場報價而採用了折現現金流量法，預計未來現金流量會以管理層

的最佳估計為準，所用的折現率為適用於附帶類似條款及條件的工具於結算

日的市場利率。倘若採用其他定價模型，則以結算日的市場數據為準。 

(iv) 終止確認 

金融資產是在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屆滿或金融資產及其所有權的絕大部

分風險和回報已被轉讓時終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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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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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d) 物業、廠房及設備 

(i)        土地及樓宇 

 
持作自用之土地及樓宇按其重估值列賬，此數值即於重估當日之公允值減除

任何其後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 

 

此等土地及樓宇的價值均由具專業資格的估價師按市場基準以足夠頻密度定

期進行重估，以確保土地及樓宇的賬面淨值與公允值不會出現重大差距。因

重估而產生之增值會先行撥入收益表，以對銷過往因重估相同土地及樓宇而

扣取自收益表的重估減值，餘額隨後計入「物業重估儲備」項內。因重估而

產生之減值，會先行對銷過往因重估相同土地及樓宇而計入「物業重估儲備」

項內之增值，餘額隨後於收益表內確認。 

 

至於持作自用而位於租賃土地的樓宇，若於初訂租約時有可能確實區分樓宇

價值與租賃土地價值，便會由具專業資格的估價師按折舊後重置成本基準或

交回土地的價值，以足夠頻密度定期重估價值，以確保樓宇的賬面淨值與公

允值不會出現重大差距。 

計算土地及樓宇折舊額的方法，是按照資產之估計可用年期以下列方式撇銷

資產： 

-   永久業權之土地不予折舊； 

-   租賃土地及樓宇按其尚餘租賃期或尚餘可用年期分攤折舊，並以較短者

為準。  

(ii)       其他設備 

設備、裝置及傢具是以成本減去任何減值虧損入賬。折舊乃以直綫法按資產

之使用年限(一般為 4 至 10 年) 撇銷。 

如因某些事故或情況改變，顯示設備之賬面值未必可以收回，則需檢討設備

的減值。 

報廢或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產生的損益為處置所得款項淨額與資産賬面

金額之間的差額，並於報廢或處置日在損益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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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e) 資產減值損失 

本分行在每個結算日審閲資產的賬面金額，以判斷是否有客觀的減值證據。如有任

何這類證據存在，賬面金額便會透過在損益表內列支而扣減至估計可收回金額。貸

款及應收款的賬面價值會通過準備賬進行調整，而不會直接沖銷。 

(i) 貸款和應收賬款 
 

本分行會參考澳門金融管理局第 18/93-AMCM號通告（「澳門金融管理局設

定準備金指引」）就呆壞賬提撥準備。當有客觀證據顯示貸款或貸款組合出

現減值，本分行會評估已減值貸款之損失。本分行會於各報告日期逐一評估

是否存在任何客觀證據顯示貸款已減值，及是否已為有關貸款計算特定準備

而進行個別評估。就並無個別提撥特定準備的貸款而言，本分行會作出一般

準備，有關準備乃以綜合基準計算，用以覆蓋已產生但尚未確認的損失。本

分行會參考澳門金融管理局設定準備金指引作出有關估算。 

 

(ii)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當有客觀證據顯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出現減值時，已直接在權益中確認的

累計損失會從權益中扣除，並在損益表中確認。在損益表中確認的累計損

失為購買成本 (扣除任何本金償還和攤銷額) 與當時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

並減去以往就該資產在損益表中確認的任何減值損失後計算。 

  

 可供出售權益證券已在損益表中確認的減值損失不會通過損益表轉回。這

些資產公允價值其後的任何增額會直接在權益中確認。 

如果可供出售債務證券公允價值其後的增額客觀上與減值損失確認後發生的

事件有關，則應轉回減值損失。在此情況下轉回的減值損失均在損益表中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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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e) 資產減值損失（續） 

 (iii) 其他資產 

 

在結算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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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其他資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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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收回金額是淨售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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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產而產生現金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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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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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低過其個別公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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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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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f)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高流動性的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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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包括現金、信用機構存款、

澳門金管局存款、信用機構拆放，並在購入後三個月內到期。 

(g)    經營租賃 
 
若租賃合約的大部分與擁有權有關之風險及利益未實質上轉讓予承租人，即列為經

營租賃。經營租賃支付的款項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法在損益表內確認。當經營租賃期

完結前終止，該款項於損益表內當支出確認入賬。 

(h) 僱員福利 

(i) 短期僱員福利 

薪金、年度獎金、有薪年假、旅費津貼和非貨幣福利成本在本分行僱員提供

相關服務的年度內累計。如果延遲付款或結算會造成重大的影響，則這些金

額會以現值入賬。 

(ii) 退休金 

本分行推行兩個退休計劃，包括界定福利計劃和界定供款計劃。 

界定供款計劃的成本於僱員提供服務的期間內列支。 

就界定福利計劃的資金而確認的成本，均採用預計單位進賬法釐定，並每年

為計劃進行精算估值。所產生的精算差額，均於儲備中確認。過去的服務成

本均即時予以確認，但以既得的福利為限，否則按直至獲得福利為止的平均

期間，以直線法予以確認。本期服務成本及任何過去的服務成本，連同計劃

負債的沖抵折現減去計劃資產的預期回報，均於營業開支中扣除。 

(i) 所得稅 

當期所得稅支出根據本分行在營運所産生應課稅收入於結算日根據已頒佈或實質頒

佈的稅務法例計算。管理層就適用稅務法例詮釋所規限的情况定期評估報稅表的狀

况，並在適用情况下根據預期須向稅務機關支付的稅款設定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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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i) 所得稅 (續) 

遞延所得稅利用負債法就資産和負債的稅基與資産和負債在財務報表的賬面值之差

額産生的暫時差異全數撥備。然而，若遞延所得稅來自在交易(不包括企業合合併)

中對資產或負債的初步確認，而在交易時不影響會計損益或應課稅盈虧，則不作記

賬。遞延稅項採用在結算日前已頒佈或實質頒佈，並在有關之遞延所得稅資產實現

或遞延所得稅負債結算時預期將會適用之稅率而釐定。 

遞延所得稅資產是就很可能有未來應課稅利潤而就此可使用暫時差異而確認。 

(j) 準備和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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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收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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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利息收入及支出 

 

所有帶息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及支出按實際利率法於損益表內以應計基準列

作利息收入及支出。 

 

實際利率乃指可將金融工具在有效期間或適用之較短期間內之預計現金收支 

，折現成該金融資產或負債之賬面淨值所適用之貼現率。本分行於計量實際

利率時，對現金流量之估計乃按照金融工具之所有合約條款而不考慮未來信 

貸虧損。本分行支付或收取所屬利息組成部分之交易費用及其他之溢價或折

讓，均一併包括在實際利率之計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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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k) 收入確認(續) 

 (ii)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及支出 

 

服務費及佣金一般於交易完成時確認。以服務為基楚而收取或支出之服務費

及佣金，均根據提供相關服務或承擔信貸風險期間確認。 

(l) 外幣換算 

(i)    功能及呈列貨幣  

本分行之財務報表所載項目，乃採用本分行營運之主要經濟環境所使用之貨

幣計量。本財務報表以澳門元列示，即本分行之功能及呈列貨幣均為澳門

元。 

(ii)   外幣交易及結餘  

本年度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匯率換算為澳門元。以外幣計量的貨幣資產與

負債則按資產負債表結算日的匯率換算為澳門元。因此而產生之任何匯兌差

額，均確認於收益表內。以外幣原值成本計價的非貨幣性資產與負債應採用

交易日匯率換算為澳門元。以公允價值計量的外幣非貨幣性資產與負債應採

用確定公允價值時的即期匯率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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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m) 關聯人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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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可控制或共同控制本分行； 

(b) 對本分行有重大影響力；或 

(c) 是本分行或本分行之母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 
 

   (ii)    在以下任何情況下一實體會視為與本分行有關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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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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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兩個實體是同一第三者的合營公司。 

(d) 一實體是第三者的合營公司而另一實體則是該第三者的聯營公司。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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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該實體受在(i)項中所辨別的個人所控制或共同控制。 

(g) 在(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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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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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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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關聯方交易的數額及於年終的結欠如下： 

   

 附屬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
銀行有限公
司香港分行 

 2021 2021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利息收入 112 7,657 
利息支出 (168) (17,733)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1,617 758 
服務費及佣金支出 (1,194) (535) 
其他經營收入 1,606 - 
經營開支 (48,412) (68,655)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46,439) (7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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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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1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現金及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11,377 35,295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1,078,665 1,426,088 
內部及調整賬(資產) 1,330 26,840 
外幣借款 (46,730) (8,396,844) 
活期存款 (25,518) - 
內部及調整賬(負債) (3,168) (9,319) 
 

    

於 12 月 31 日 1,315,956 (6,917,940) 
 

    

本分行並無就上述關聯方貸款和關聯方拆放計提任何減值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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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澳門幣千元 
   
行政人員  3,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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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本分行的信貸風險主要源於客戶墊款。本分行透過下列方法管理信貸風險： 

就客戶墊款而言，所有要求貸款的客戶均須接受個別信貸評估。在正常情況下，本

分行會要求客戶提供抵押品。 

於結算日，本分行於一個市場面臨的最大信貸集中風險為其信貸佔了客戶墊款總額

的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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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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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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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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放款及 
承擔總額 

在本澳信用
機構拆放 

在外地信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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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957 - - 
政府及公營機構 - 3,100,000 - - 
其他 23,851,340 - - 910,028 
 ----------------- ----------------- ----------------- ----------------- 
澳門總額 23,851,340 3,340,957 - 910,028 
 ----------------- ----------------- ----------------- ----------------- 
香港     
銀行 - - 1,426,088 2,255,164 
政府及公營機構 - - - - 
其他 - - - - 
 ----------------- ----------------- ----------------- ----------------- 
香港總額 - - 1,426,088 2,255,164 
 ----------------- ----------------- ----------------- ----------------- 
     
日本     
銀行 - - 837,705 - 
政府及公營機構 - - - - 
其他 - - - - 
 ----------------- ----------------- ----------------- ----------------- 
日本總額 - - 837,705 - 
 ----------------- ----------------- ----------------- ----------------- 
     
總額 23,851,340 3,340,957 2,263,793 3,16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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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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放款總額 逾期或減值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 14,755,028 81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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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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澳門幣千元 

貸款及墊款的行業分佈   
 製造業  501,961 
 建築與公共工程  795,488 
 批發及零售貿易  6,568,241 
 酒樓、餐廰、酒店及有關業務  11,170 
 運輸、倉儲和通訊  30,000 
 資訊科技  28,051 
 個人置業  6,664,889 
 其他個人購置  125,431 
 其他  2,627,012 
  

  

  17,35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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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行業劃分的

特定準備數額如下： 

  2021 

  澳門幣千元 

   

 建築與公共工程    712 

 批發及零售貿易  324,375 

 個人置業  1,908 

 其他個人購置  276 
    

  32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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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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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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資產        
        
現金 418,293 - - - - - 418,293 
澳門金管局存款 - 462,163 - - - - 462,163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195,367 - - - - - 195,367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46,675 - - - - - 346,675 
放款 48,371 4,944,663 2,805,539 3,933,488 5,292,911 - 17,024,972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 2,640,957 700,000 - - - 3,340,957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 2,263,793 - - - - 2,263,793 
債務人 25,605 3,216 - - - - 28,82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 - - 250 250 
不動產 - - - - - 97,600 97,600 
設備 - - - - - 20,659 20,659 
內部及調整賬 126,021 3,385 84 - - - 129,490 
 --------------- --------------- --------------- --------------- --------------- --------------- --------------- 

 1,160,332 10,318,177 3,505,623 3,933,488 5,292,911 118,509 24,329,040 
 --------------- --------------- --------------- --------------- --------------- --------------- --------------- 
負債        
        
活期及通知存款 13,343,956 - - - - - 13,343,956 
定期存款 - 1,231,034 557,694 219 - - 1,788,947 

外幣借款 383,790 247,513 1,287,500 6,540,500   8,459,303 
應付支票及票據 87,358 - - - - - 87,358 
各項負債 22,362 - - - - - 22,362 
內部及調整賬 155,418 1,981 22,118 4,936 5,444 70 189,967 
各項風險備用金 43,522 20,420 36,096 50,328 67,781 - 218,147 
 --------------- --------------- --------------- --------------- --------------- --------------- --------------- 

 14,036,406 1,500,948 1,903,408 6,595,983 73,225 70 24,110,040 
 --------------- --------------- --------------- --------------- --------------- --------------- --------------- 
淨流動性差距 (12,876,074) 8,817,229 1,602,215 (2,662,495) 5,219,686 118,439 2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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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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澳門幣千元 
逾期的客戶墊款總額：   
 3 個月以上至 6 個月  133,534 
 6 個月以上至 1 年  203,371 
 1 年以上  263,670 
    

  600,575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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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43 
 6 個月以上至 1 年  212,841 
 1 年以上  31,570 
    

  281,054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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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16 
 6 個月以上至 1 年  708 
 1 年以上  232,847 
    

  327,271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銀行和非銀行客戶資產並未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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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指匯率、利率、信貸息差或股票與商品價格的變動，可能導致本分行獲利

或虧損的風險。按公允值計量及按已攤銷成本計量的金融工具均會產生市場風險。

管理市場風險的目標是控制市場風險，以取得理想的回報，同時將風險維持於可接

受的水平。 

 

本分行分別監察交易用途組合和非交易用途組合的市場風險。交易用途組合包括匯

率、利率、信貸及權益衍生工具，以及債務與權益證券的市場莊家持倉。交易風險

是來自客戶相關業務或銀行本身持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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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利率風險 
 
本分行的利率風險主要來自投資於金融工具，放款及存款。 

利率風險主要來自資產的日後收益率與其資金成本因利率變動而出現的錯配情況。

對某些產品範疇的期權性風險（如按揭提前還款）必須作出假設，以及對合約列明

須即時償付的負債（如往來賬項）的經濟存續期作出行為方面的假設，均會令此類

風險的分析更為複雜。 

作為本行資產、負債及資本管理架構的一部分，我們在分行面設立資產負債管理委

員會和資本市場財資部。為求最有效管理此類風險，所有利率風險會轉移至資本市

場財資部。 

要轉移利率風險至資本市場財資部，通常會透過各業務單位與該等賬目之間的連串

內部交易進行。當某項產品的行為特性有別於其合約列明的特性時，本分行會透過

評估行為特性來確定真正的潛在利率風險。本地的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會定期監察

對該等行為所作的全部假設及全部利率風險持倉，以確保相關風險符合高級管理層

設定的利率風險限額。 

如上文所述，在某些情況下，產品的非直線特性不可能完全透過風險轉移過程掌

控。舉例而言，資金由客戶存款戶口流向其他投資產品的進度，以及按揭提前還款

的確實速度，會因利率不同而變化。在此等情況下，需採用模擬模型來識別不同境

況對估值及淨利息收益的影響。 

市場風險一旦由資本市場財資部統一處理，風險淨額一般透過採用協定限額以內的

指定的市場工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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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營運風險指因欺詐、未經授權活動、錯誤、遺漏、低效率、系統失靈或外圍事件而

可能蒙受損失的風險。每家商業機構內部均存在此項風險，涉及的問題層面甚廣。 

 

本分行透過建立以監控為本的營運環境，來管理營運風險。在此營運環境中，分行

內部流程均以文件紀錄，並有獨立授權程序，交易均會經過對賬及受到監察。審核

部會定期進行獨立檢討，外圍營運風險事件亦會受到監察，以確保本分行時刻符合

業內最佳營運守則，並以金融服務業已公開的經營失敗個案為鑑。 

 

本分行的營運風險管理法則包括一套已公布的高層次標準，並輔以更詳盡的正規指

引。此套法則解釋了本分行如何管理營運風險，包括設法識別、評估、監察、控制

及減低營運風險；修正營運風險事件；以及採取任何附加程序以遵守各地監管機構

各項規定。本分行採納的標準涵蓋以下各方面： 

 

- 由業務部門的高級管理層負責管理營運風險； 

 

- 利用資訊系統紀錄營運風險的識別及評估事宜，並定期向管理層提供適當匯

報； 

 

- 評估每項業務面對的營運風險，以及各項流程、活動及產品的內在風險。此

項風險評估包括定期檢討已識別風險，以監察有否出現重大變動； 

 

- 收集營運虧損資料，並向高級管理層匯報；及 

 

- 在合乎成本效益的情況下，考慮減低風險（包括購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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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外幣風險 

本分行的貨幣風險源自以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為單位的金融工具。由於澳門幣與港

幣掛鈎，而港幣與美元掛鈎，本分行認為港幣兌美元以及港幤兌澳門幣的匯率變動

風險不大。就以其他貨幣為單位的金融工具而言，如果出現短期的失衡情況，本分

行會在必要時按現貨匯率買賣外幣，以確保將淨風險額度維持在可接受的水平。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本分行大部分金融工具均以港幣或美元為單

位，因此管理層認為涉及的貨幣風險不大。 

下表列示除澳門幣以外的貨幣長/（短）持倉淨額: 

   
  2021 
  澳門幣千元 

  
美元  32,830 
港幣  (354,070) 
其他貨幣  (54) 
 

總額    (32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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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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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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活期存款 301,712 492,702 291,544 1,085,958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

定期存款 722,871 514,997 1,025,923 2,263,791 
放款 3,297,642 11,111,443 300,210 14,709,295 
債務人 8 8,757 194 8,959 
內部及調整賬 29,854 47,183 649 77,686 
 

        

現貨資產 4,352,087 12,175,082 1,618,520 18,145,68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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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外幣風險 (續) 
     
  2021  
 美元 港幣 其他貨幣 總額 
等值澳門幣千元     
     
負債     
     
外幣借款 (287,263) (7,985,318) (37,095) (8,309,676) 
活期,通知及定期存款 (5,162,746) (4,122,690) (858,053) (10,143,489) 
應付支票及票據 - (17,521) - (17,521) 
各項負債 (1,929) (13,635) (507) (16,071) 
內部及調整賬 (131,797) (7,007) (1,502) (140,306) 
 

        

現貨負債 (5,583,735) (12,146,171) (897,157) (18,627,063) 
 ----------------- ----------------- ----------------- ----------------- 

     
遠期買入 1,889,264 290,640 985,288 3,165,192 
 ----------------- ----------------- ----------------- ----------------- 

遠期賣出 (624,786) (673,621) (1,706,705) (3,005,112) 
 ----------------- ----------------- ----------------- ----------------- 

     

非結構性長/(短)盤淨額 32,830 (354,070) (54) (32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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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風險管理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本分行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措施旨在監控流動性要求，並遵守貸款契約，包括其他

集團實體的借貸條款，以確保本分行保持足夠的儲備現金，可隨時變現有價證券或

資金承諾（從主要財務機構或其他集團公司），以滿足其到期的合約和預見的責

任。 

 

作為本行資產、負債及資本管理架構的一部分，我們在分行層面均設立資產負債管

理委員會。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均包括對流動資金及資金的監察與監控。 

下表概述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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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33 
  
(b) 庫存現金每週平均金額算術平均數 824,485 
  
(c) 每月底特定流動資產算術平均數 9,783,295 
  
(d) 月底特定流動資產對基本負債總額的平均比率 63.2% 
  
(e) 每月最後一周的一個月流動資金比率算術平均數 970.2% 
  
(f) 每月最後一周的三個月流動資金比率算術平均數 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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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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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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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澳門幣千元 

   
1 年以内  19,453 
1 年至 5 年内  433 
  

  

  1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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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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毋須編製

綜合財務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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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c.com.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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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 
   
於 12 月 31 日的資本充足比率   

一級資本比率  16.8 
總資本比率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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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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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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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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股本  172,335 
其他權益工具  44,615 
其他儲備  151,804 
保留利潤  488,055 
     
股東權益總額  856,809 
非控股股東權益  66,702 
     
各類股東權益總額  923,511 
     
   

 (c) 綜合資產、負債及溢利狀況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資產總額  9,903,393 
負債總額  8,979,882 
客戶貸款  3,840,939 
同業存放   280,310 
客戶賬項   6,177,182 
除稅前利潤   86,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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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董事會成員如下： 

 

王冬勝, GBS,JP, 非執行主席 
艾爾敦, GBS, CBE, JP, 非執行副主席 
廖宜建, 聯席行政總裁 
羅銘哲, 聯席行政總裁 
Graham John Bradley* 

鄭維志博士*, GBS, OBE 
鄭志雯* 
蔡耀君* 

Rajnish Kumar* 

郭孔丞* 
利蘊蓮* 
李澤鉅# 

邵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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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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