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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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我行繼續推行既定策略，致力成為澳門領先的國際銀行。收入總額增加

16.5%，除稅前利潤則減少 43.9%，主要是批發銀行業務組合的貸款減值所致。淨

利息收益率改善，帶動淨利息收益上升 3.8%。由於成功把握外匯市場波動所帶來

的業務機會，交易收益淨額上升 10.6%。 

 

2018 年的營商環境充滿挑戰，但我行持續把握人民幣國際化趨勢、大灣區發展及

「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我行繼續加強與大中華區辦事處的合作，多次到訪

內地辦事處總部，並與滙豐中國內地、香港及台灣分行共同舉辦員工大會。 

 

為繼續推動數碼化進程，我們已升級新的 Evolve 網上外匯交易平台，現有企業客

戶覆蓋率接近 100%。我們亦已新增五台自助銀行服務設備，拓展現金存款、信用

卡及按揭付款的服務途徑。目前，我們正積極優化公共網站及個人網上理財服務。 

 

按揭貸款方面，我們推出青年首次置業計劃(Young Adult First Time Home Buyers 

Scheme)，支持本地青年購置居所。我們已成功完成以客戶為中心的內部支付服務

檢討，提升客戶的跨境支付體驗。我們亦推出與旅遊相關的福利及優惠，鞏固滙豐

信用卡作為澳門「旅遊伴侶」的定位。 

 

金融犯罪合規及風險管理方面，我們簡化客戶盡職審查流程，並改善內部信貸工作

流程工具，以提供更優質更快捷的客戶體驗，實現更簡便但更安全的貸款流程。此

外，各項重要的客戶盡職審查計劃已悉數完成，讓我們對客戶有更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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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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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

員工住房貸款計劃，並將產假從 10 周增至 14 周，侍產假由 5 天延長至 10 天，定

下澳門業界的新標準。此外，我們推行靈活工時政策，幫助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

取得更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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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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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588  - 428,588  

澳門金管局存款  432,786  - 432,786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5,470  - 35,470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62,718  - 362,718  

放款  16,653,897  211,670 16,442,227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2,806,384  - 2,806,384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3,846,989  - 3,846,989  

債務人  53,132  - 53,13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50  - 250  

不動產  105,780  - 105,780  

設備  101,680  55,765 45,915  

內部及調整賬  164,736  - 164,736  

  
      

總額  24,992,410 267,435 24,72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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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8     

  小結 合計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負債    

    

活期存款  11,323,231   

通知存款  63,449   

定期存款  2,648,720  14,035,400 

  
  

 

外幣借款  9,922,642   

應付支票及票據  111,782   

各項負債  62,348  10,096,772 

  
  

 

內部及調整賬   114,838  

各項風險備用金   209,334  

重估儲備  90,806   

其他儲備  8,701  99,507 

  
  

 

本年營業結果   169,124 

   
  

總額   24,72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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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營業賬目  
 2018  2018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負債業務成本 181,021 資產業務收益 607,605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120,819  

     職員開支 104,827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110,620  

     固定職員福利 6,857  其他銀行收益 1,594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19,734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119,192    

其他銀行費用 3,627    

稅項 25    

非正常業務費用 423    

折舊撥款 17,524    

備用金之撥款 196,256    

營業利潤 191,152    

 
  

 
  

總額 840,638 總額 84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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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賬目（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損益表  
 2018  2018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歷年之虧損 3,571 營業利潤 191,152 

營業利潤之稅項撥款 23,730 歷年之利潤 1,702 

營業結果(盈餘) 169,124 備用金之使用 3,571 

 
  

 
  

總額 196,425 總額 19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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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8 

  澳門幣千元 

營業活動   

   

除稅前溢利  192,854 

   

調整項目:   

折舊及攤銷  17,524 

減值支出和其他信貸風險準備  194,554 

利息收入  (607,605) 

利息支出  181,021 

已收利息  605,057 

已付利息  (165,592) 

  
  

  41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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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資産之變動   

   

存於澳門金管局之最低存款之變動  23,303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之變動  (60,000)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外地信用機構 

  之通知及定期存款之變動  208,201 

放款之變動  880,166 

內部及調整賬(資産)之變動  485,530 

外幣借款之變動  (613,906) 

活期、通知及定期存款之變動  (458,529) 

內部及調整賬(負債)之變動  (378,279) 

  
  

營業活動産生的現金  504,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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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付稅項  (40,737) 

  
  

營業活動産生的現金淨額  463,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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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2018 

  澳門幣千元 

投資活動   

   

購入不動產及設備  (13,251)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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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活動   

   

匯入總行溢利  (303,162)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30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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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淨增額  147,149 

   

於 1 月 1 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917,322 

  
  

於 12 月 31 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064,47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分析：   

現金  428,588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5,470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62,718 

澳門金管局存款  432,786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2,806,384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3,846,989 

    

於資產負債表金額  7,912,935 

減:   

存於澳門金管局之最低存款  (285,062) 

原本期限為三個月以上的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1,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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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402) 

    

現金流量表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06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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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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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澳門幣千元 
   

財務擔保  1,126,082 

  
  

   

履約擔保  2,889,712 

  
  

   

與貿易有關的或然項目  642 

  
  

   

其他承擔  8,45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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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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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澳門幣千元 
   

匯率合約  4,92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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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資產 負債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公平價值   

 匯率合約 18,730 15,291 

 
    

 

  2018 

  澳門幣千元 

信貸風險加權金額   

 匯率合約  5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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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以外的風險（續）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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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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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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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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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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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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記入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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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c) 金融工具（續） 

(ii) 分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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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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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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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c) 金融工具(續） 

 (iii) 計量公平價值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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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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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f)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存款和現金、活期存款和於三個月內到期的定期存

款，以及短期和高流動性的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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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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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產生期間在已確認收支

表中呈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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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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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h) 所得稅 

(i) 本年度所得稅包括當期稅項和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的變動。當期稅項和遞延稅項資

產與負債的變動均在損益表中確認，但如果是直接在權益中確認的相關項目，則在

權益中確認。 

(ii) 本期稅項為年度應課稅收入按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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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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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某些有限的例外情況目前不適用於本分行外，所有遞延稅項負債和遞延稅項資

產 (僅限於有可能得以利用來抵扣未來可能取得的應稅利潤的部分) 均予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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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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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分行會在每個結算日審閲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金額。如果本分行預期不再可能取

得足夠的應稅利潤以抵扣相關的稅務利益，該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金額便會減少；

但是如果日後有可能取得足够的應稅利潤，有關減少金額便會轉回。 

(iv) 當期和遞延稅項結餘及其變動額會分開列示，並且不予抵銷。當期和遞延稅項資產

只會在本分行有法定行使權以當期稅項資產抵銷當期稅項負債，並且符合以下附帶

條件的情況下，才可以分別抵銷當期和遞延稅項負債： 

 當期稅項資產與負債：本分行計劃按淨額為基礎結算，或同時變現該資產和

清算該負債；或 

 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這些資產與負債必須與同一稅務機關向同一應稅實體

徵收的所得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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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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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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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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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預付款、認購和類似期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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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在有關服務提供時確認在損益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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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續） 

 

(k) 外幣換算 

年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匯率換算為澳門幣。以外幣為單位的貨幣資產與負債則

按結算日的匯率換算為澳門幣。外幣換算的匯兌損益在損益表中處理。以外幣為單

位並按公允價值入賬的非貨幣資產按確立公允價值時的匯率換算為澳門幣。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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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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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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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018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利息收入 254 53,028 

利息支出 (10) (142,954)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2,101 2,181 

服務費及佣金支出 (564) (736) 

其他經營收入 1,133 372 

經營開支 (33,926) (63,637)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31,012) (15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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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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018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278,869 82,475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65,678 3,613,575 

內部及調整賬(資產) - 17,379 

外幣借款 (127,021) (9,727,777) 

內部及調整賬(負債) (68,303) (71,667) 

 
    

於 12月 31日 149,223 (6,08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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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澳門幣千元 

   

行政人員  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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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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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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區域 
放款及 

承擔總額 
在本澳信用機構

拆放 金融衍生工具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 22,748,563 2,806,384 2,10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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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銀行 - 566,384 - 

 政府及公營機構 - 2,240,000 - 

 其他 22,748,563 - 2,108,179 

    

香港 1,840,039 - 2,82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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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銀行 - - - 

 政府及公營機構 - - - 

 其他 1,840,039 - 2,820,511 

 
      

 24,588,602 2,806,384 4,92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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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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放款總額 逾期或減值 

 澳門幣千元 澳門幣千元 
   

澳門 14,519,465 517,994 

香港 1,683,143 22 

 
    

 16,202,608 51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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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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澳門幣千元 

貸款及墊款的行業分佈   

 製造業  949,517 

 建築與公共工程  62,554 

 貿易（批發和零售）  5,304,344 

 食肆、酒店和相關業務  20,262 

 運輸、倉儲和通訊  34,883 

 資訊科技  4,152 

 個人置業  6,738,776 

 其他個人購置  491,659 

 其他  3,047,750 

  
  

  16,65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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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行業劃分的

特定準備數額如下： 

  2018 

  澳門幣千元 

   

 個人置業  1,863 

 其他個人購置  209,806 
    

  211,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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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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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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588 - - - - - 428,588 

澳門金管局存款 - 432,786 - - - - 432,786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5,470 - - - - - 35,470 

在外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362,718 - - - - - 362,718 

放款 259,186 4,476,515 1,125,967 4,970,508 5,610,051 - 16,442,227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 2,076,384 730,000 - - - 2,806,384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定期存款 164,305 3,656,513 22,652 3,519 - - 3,846,989 

債務人 1,911 50,235 592 394 - - 53,13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 - - 250 250 

不動產 - - - - - 105,780 105,780 

設備 - - - - - 45,915 45,915 

內部及調整賬 78,412 82,596 215 3,513 - - 16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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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590 10,775,029 1,879,426 4,977,934 5,610,051 151,945 24,72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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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        

        

活期及通知存款 11,386,680 - - - - - 11,386,680 

定期存款 - 2,192,486 456,234 - - - 2,648,720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及外幣借款 148,701 390,331 91 9,382,011 1,508 - 9,922,642 

應付支票及票據 111,782 - - - - - 111,782 

各項負債 - 15,382 - - - 46,966 62,348 

內部及調整賬 10,098 33,561 59,849 2,056 - 9,274 114,838 

各項風險備用金 3,316 57,374 14,302 63,113 71,229 - 209,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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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60,577 2,689,134 530,476 9,447,180 72,737 56,240 24,45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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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流動性差距 (10,329,987) 8,085,895 1,348,950 (4,469,246) 5,537,314 95,705 26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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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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澳門幣千元 
逾期的客戶墊款總額：   

 3個月以上至 6個月  13,269 

 6個月以上至 1年  240,358 

 1年以上  13,617 
    

  267,24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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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4 

 6個月以上至 1年  20,291 

 1年以上  13,298 
    

  47,69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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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 

 6個月以上至 1年  209,773 

 1年以上  1,315 
    

  211,669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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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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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會和資産負債表管理部門。為求最有效管理此類風險，所有利率風險會轉移至資

産負債表管理部門。 

要轉移利率風險至資産負債表管理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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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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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風險一旦由資産負債表管理部門統一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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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監察預計淨利息收入在不同利率境況下的敏感度。我們致力透過管理利率風

險，盡量減低未來利率變動可能導致日後淨利息收入下降的影響，並同時設法平衡

有關對沖活動的成本對當前收入來源淨額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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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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集營運風險虧損資料，並向高級管理層匯報。營運風險虧損總額均予紀

錄，而超出可接受誤差極限的各項事件，亦會向滙豐集團監察委員會詳細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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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元與港幣

掛鈎，而港幣與澳門幣掛鈎，本分行認為美元兌港幣以及美元和港幣兌澳門幣的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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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和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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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澳門幣千元 
   

美元  10,077 

港幣  (222,591) 

其他貨幣  (1,288) 

 

總額    (21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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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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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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8 423,846 287,280 730,614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483,984 82,400 - 566,384 

在外地信用機構之通知及

定期存款 2,502,722 814,594 365,603 3,682,919 

放款 1,545,000 12,711,908 48,405 14,305,313 

債務人 23 778 - 801 

內部及調整賬 38,553 64,158 1,031 103,742 

 
        

現貨資產 4,589,770 14,097,684 702,319 19,389,77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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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續） 
 (以澳門幣千元列示) 

 

外幣風險 (續) 
     
  2018  

 美元 港幣 其他貨幣 總額 
等值澳門幣千元     

     

負債     

     

本地信用機構資金及外幣

借款 (125,502) (9,752,525) (3,528) (9,881,555) 

活期,通知及定期存款 (4,696,746) (4,391,600) (736,170) (9,824,516) 

應付支票及票據 - (67,459) - (67,459) 

內部及調整賬 (37,183) (21,040) (1,981) (60,204) 

 
        

現貨負債 (4,859,431) (14,232,624) (741,679) (19,83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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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期買入 2,443,893 1,080,012 1,404,585 4,92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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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期賣出 (2,164,155) (1,167,663) (1,366,513) (4,69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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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結構性長/(短)盤淨額 10,077 (222,591) (1,288) (21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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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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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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492 

  

(b) 庫存現金每週平均金額算術平均數 771,216 

  

(c) 每月底特定流動資產算術平均數 15,259,006 

  

(d) 月底特定流動資產對基本負債總額的平均比率 79.1% 

  

(e) 每月最後一周的一個月流動資金比率算術平均數 667.7% 

  

(f) 每月最後一周的三個月流動資金比率算術平均數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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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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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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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澳門幣千元 
   

1年以内  1,835 

1年至 5年内  710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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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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 

   

於 12月 31日的資本充足比率   

於 12月 31日的一級資本比率  17.8 

於 12月 31日的總資本比率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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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股本  172,335 

其他權益工具  35,879 

其他儲備  114,949 

保留利潤  429,595 

     

股東權益總額  752,758 

非控股股東權益  60,162 

     

各類股東權益總額  812,920 

     

   

 (c) 綜合資產、負債及溢利狀況 

  於 2018 年 

  12月 31 日                                                                                       

  港幣百萬元 
   

資產總額  8,263,454 

負債總額  7,450,534 

客戶貸款  3,528,702 

同業存放   164,664 

客戶賬項   5,207,666 

除稅前利潤   13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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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2月 31日的董事會成員如下： 

 

范寧#,主席 

王冬勝,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史美倫*,GBM,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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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韋智理*,BBS 

楊敏德*,GBS 

丹斯里楊肅斌博士*,CBE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