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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郵政儲金局行政委員會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之《一般審計準則》審核了郵政儲金局二零二一年度的財務

報表，並已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上述已審計的財務報表由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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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隨附由管理層編制的摘要財務報表是上述已審計財務報表的撮要內容，我們認為，摘

要財務報表的內容，在所有重要方面，與已審計財務報表的內容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郵政儲金局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審計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

務 報 表 應 與 已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以 及 獨 立 審 計 報 告 一 併 閱 讀 。 

 

李婉薇–執業會計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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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發展簡報 
 
郵政儲金局 (「本局」) 隸屬郵電局，並受到分別於 1985 年 3 月 30 日及 1999 年 9 月 27
日頒佈的第 24/85/M 號及第 50/99/M 號法令所規管。 

根據上述法令的規定，本局可從事銀行業務，包括向公務員及指定機構的僱員提供貸

款和接受公眾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的存款。除了提供個人貸款及存款服務外，

還透過郵電局櫃檯網絡提供國際匯款服務，並通過其電子支付平台，支持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發展電子政務，同時還提供多種貨幣的兌換服務。 

2021 年客戶存款餘額約為 10 億 1 千萬澳門元，與前一年比較，減少約 22%。 

全年新批出的貸款金額較上一年增加約 9%，而年末貸款餘額減去減值準備約為 1 億 8
千 1 百萬澳門元，與去年相若。 

淨利息收入約為 3千 1百萬澳門元，淨費用及佣金收入約為 7百萬澳門元，經營支出則

約為 3 千萬澳門元。 

2021 年錄得的營業結果約 1 千 8 百萬澳門元，較 2020 年減少約 24%。 

 
劉惠明 

郵政儲金局行政委員會主席 

二零二二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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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局代表有關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的意見 
 
本人行使經九月二十七日第 50/99/M 號法令核准，並經第 10/2010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

《郵電局之財政制度》第二十四條，以及三月三十日第 24/85/M 號法令核准的《儲金

局規章》第七條規定的權限，跟進了郵政儲金局在二零二一財政年度開展的工作。 
 

鑑於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的會計文件所進行的分析，本人認為: 

------ 有關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及該年度損益表的會計要素明確及 

清楚； 

------ 有關二零二一年財政年度的賬目顯示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真實情

況並具備核准的條件。 

 
李貝濤 

財政局代表 
二零二二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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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2021 年  
  備用金、  
 資產總值  折舊和減值  資產淨額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現金 4,420,391  - 4,420,391 
在澳門金融管理局存款 25,163,431  - 25,163,431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48,308,604  - 48,308,604 
待收票據 1,786,181  - 1,786,181 
放款 184,334,544 3,485,285 180,849,259 
在本澳信用機構拆放 1,364,139,496  - 1,364,139,496 
股票、債券及股權 1,711,017  - 1,711,017 
債務人 183,212  - 183,212 
其他投資 80,500,000  - 80,500,000 
內部及調整賬 7,288,743  - 7,288,743          
總額 1,717,835,619 3,485,285 1,714,35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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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續)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負債  2021 年  
  小結  總額 
  澳門元 澳門元 
 
活期存款  27,320,587  
定期存款  705,952,715  
公共機構存款  276,709,093 1,009,982,395 

        
債權人  1,972,510  
內部及調整賬  17,663,304 
各項風險備用金  480,147 20,115,961 

        
股本   531,661,533 
法定儲備   132,915,384 
其他儲備   1,321,143 
本年營業結果   18,353,918 

         
總額   1,714,350,334          
 
其他儲備為 1,321,143 澳門元的一般風險備用金。郵政儲金局採用澳門財務報告準則編

制年度報表和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有關減值準備可能低於按第 18/93-AMCM 號通告所

規定的最低水平的一般風險備用金。郵政儲金局會撥出一筆相等於該最低水平備用金

與減值準備差異的金額作為監管儲備。該增撥／減撥備用金在賬項概要內的損益計算

表列示為「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增撥／減撥的備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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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賬目  
 2021 年   2021 年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元  澳門元 
 
負債業務成本 9,536,265 資產業務收益 40,797,085 
人事費用:  銀行服務收益 3,521,515 

董事及監察會開支 421,330 其他銀行業務收益 3,814,045 
職員開支 20,072,999 證券及財務投資收益 9,506,112 

第三者作出之供應 56,662 其他銀行收益 270 
第三者提供之勞務 9,083,310  
其他銀行費用 132,125   
非正常業務費用 270,671   
備用金之撥款 198,000   
營業利潤 17,867,665            
總額 57,639,027 總額 57,63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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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 (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損益計算表 
 2021 年  2021 年 
借方 金額 貸方 金額 
 澳門元  澳門元 
    
歷年之損失 15,000 營業利潤 17,867,665 
根據金融體系法律制度  歷年之利潤 495,868 
增撥的備用金                                            9,615 備用金之使用 15,000 
營業結果 (盈餘) 18,353,918   
總額 18,378,533 總額 18,378,533 

 
 
 
 
郵政儲金局行政委員會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核准並許可發出。 
 
 
主席: 劉惠明 
委員: 葉頌華 
委員: 譚韻儀 
財政局代表: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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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 
 
 
本局由一行政委員會管理，成員包括郵電局局長、廳長以及財政局代表。行政委員會

負責制定各類業務和風險管理政策，並定期對這些政策作出檢討，廳長則按規定制定

各項業務的執行指引。行政委員會每星期舉行會議，主要審批貸款申請、檢閲由各部

門提交的業務報告和各項風險管理的執行報告等。 

內部審計員對各項業務的操作流程和政策的執行進行審計，並直接向行政委員會主席

報告。財務報表則由外部之獨立核數師及審計署審查。 

由行政委員會委任的 AML/CFT 條例執行主任負責監察日常的交易。 

二零二一年度行政委員會成員如下 : - 
 
主席                 劉惠明 
委員                 葉頌華 
委員                 譚韻儀 
財政局代表                       Pedro Miguel Rodrigues Cardoso das N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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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21 年 
   澳門元 
 
本年溢利 18,363,533 
 
調整項目： 

- 澳門金融管理局金融票據利息收入 (464,634) 
- 股息收入 (9,506,112) 
- 客戶貸款和墊款減值撥回 (81,703)          

 8,311,084 
        ------------------ 

 
經營資產（增加）／減少： 

- 存放於同業的款項的變動 422,238,214 
- 客戶貸款和墊款及其他賬項的變動 10,636,522 

         
 432,874,736 

        ------------------ 
 
經營負債增加／（減少）： 

- 客戶的往來、定期、儲蓄及其他存款的變動 (292,755,775) 
- 其他負債的變動 (3,993,714)          

 (296,749,489) 
        ------------------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 144,436,3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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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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澳門元 
 
投資活動 
 
持有至到期澳門金融管理局金融票據的購入 (103,322,153) 
持有至到期澳門金融管理局金融票據的收回 122,000,000 
已收股息 9,506,112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28,183,959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增加 172,620,290 
於 1 月 1 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25,069,122 

         
於 12 月 31 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397,689,412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 
已收利息 31,067,993 
已付利息 (15,109,9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如下: 
現金 4,420,391 
澳門金融管理局存款 25,163,431 
在本地之其他信用機構活期存款 48,308,604 
在澳信用機構拆放 1,364,139,496 
澳門金融管理局金融票據                                                                                          1,999,276 

         
 1,444,031,198 
減: 原到期日三個月外的澳門信用機構拆放 (1,046,341,786)          
 397,68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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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資產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局的或有負債及未償付承擔如下： 

代客背書及協定 

代客背書及協定，以及客戶為此承擔的相應責任沒有記入資產負債表： 
 
   2021 年 
   澳門元 
 
代客擔保   3,000,000 

         
 

金融衍生工具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局並無持有任何金融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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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 
(1) 合規聲明 

本財務訊息披露是按照澳門金融管理局頒布的《財務訊息披露指引》的要求編製有關

之財務資料。 

(2)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本局之財務報表已根據本局的賬冊及記錄中所載資料，及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頒佈的

《財務報告準則》、第 32/93/M、第 24/85/M 及第 50/99/M 號法規編製。以下是本局採

用的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財務訊息披露以澳門幣列示並以歷史成本作為計量基準，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公允

價值記賬。 

管理層須在編制符合《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時，作出對會計政策應用，以及資

産、負債、收入和支出的報告數額構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

於估計數額。 

管理層會不斷審閱各項估計和相關假設。如果會計估計有所修訂，便會在作出修訂的

期間和未來受此修訂影響的期間內確認。 

(3) 外幣換算 

年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外幣匯率換算為澳門幣。以外幣為單位的貨幣資產與負債

則按結算日的外幣匯率換算為澳門幣。匯兌盈虧在損益表中確認。 

以歷史成本計量的外幣非貨幣資產與負債是按交易日的外幣匯率換算為澳門幣。以外

幣為單位並以公允價值列賬的非貨幣資產與負債，按釐定公允價值當日的外幣匯率換

算為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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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 (續) 
(4) 收入確認 

如果經濟利益很可能會流入本局，而收入和成本 (如適用) 又能夠可靠地計量時，下列

各項收入便會在損益表中確認： 

 (i) 利息收入  

所有附息金融工具的利息收入以實際利息法按權責發生制在損益表中確認。 

實際利息法是計算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和在相關期間內攤分利息收入的方法。實際利

率是指將估計未來現金支出或收入，在金融工具的預計期限或較短的期間 (如適用) 內
準確地折現至金融資產淨賬面金額的比率。本局會在計算實際利率時估計現金流量，

並且考慮金融工具的一切合約條款，而並無計及未來信貸虧損。計算範圍包括訂約方

所支付或收取的一切費用和代價 (即實際利率的主要組成部分) 、交易成本和所有其他

溢價或折讓。 

(ii) 費用及風險金收入 

- 有關客戶貸款及墊款的風險金收入以實際利息法按權責發生制在損益表中確認。 

- 費用及佣金收入在提供相關服務時在損益表中確認。 

(iii) 股息收入 

非上市投資的股息收入在股東收取款項的權利確立時確認。 

(5) 金融工具 

(i) 初始確認 

本局在合約開始時根據所購入資產或所產生負債的目的，把金融工具劃歸為不同類

別。這些類別包括：貸款及應收款、持有至到期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和金融負

債。 

金融工具是按公允價值 (通常等同交易價格) 初始計量；如屬非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則加上購入金融資產或發行金融負債應佔的直接交易成本。按

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交易成本會即時列支。 

本局在其成為有關工具的訂約方當日確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以正常方法購入或出

售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會以交易日會計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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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 (續) 
(5) 金融工具 (續) 

(ii) 分類 

- 貸款及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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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及應收款主要包括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以及客戶貸款和墊款。 

貸款及應收款按採用實際利息法計算的攤銷成本減去減值損失 (如有) 後列賬。 

- 持有至到期投資 

持有至到期投資是指附帶固定或可釐定付款及固定到期日，而且本局有積極意欲

及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資產，但不包括符合貸款及應收款定義的非衍生

金融資產。 

持有至到期投資按採用實際利息法計算的攤銷成本減去減值損失 (如有) 後列賬。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産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是指定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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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有活躍市場的報價而其公允價值亦不

能可靠地計量的權益證券投資，是按成本減去減值損失 (如有) 後列賬。 

(iii) 計量公允價值之原則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按結算日之市埸報價為依據，但未扣除於將來估計出售成本。金

融資產按現有買入價釐定價格，而金融負債則按現有賣出價釐定價格。 

如沒有公眾可取得的最後交易價格或未能從認可證券交易所獲得市場報價，或從經紀/
交易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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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具的公允

價值按估值模式估值，而該估值模式可根據市場實際交易提供可靠的估計價格。 

當採用現金流量折讓價格模式，估計將來現金流量乃按管理層的最佳估計為依據，而

所採用的貼現率則為適用於條款相近之金融工具於結算日之市場利率。當採用其他價

格模式時，則以結算日的市場資料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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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 (續) 
(5) 金融工具 (續) 

(iv) 終止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獲得現金流量的法定權利屆滿或已將擁有權的重大風險及回報同時轉移

後，金融資產被終止確認。 

當合約的義務已被履行，取消或期滿，金融負債被終止確認。 

本局採用加權平均法以釐定在終止確認時須在收益表確認的已實現收益和虧損。 

(v) 抵銷 

如具法定權利抵銷確認金額及計劃以淨額結算，或同時變賣資產以償還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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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物業 

(i) 確認及計量 

物業項目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和累計減值虧損後計量 (如有)。成本包括購入資產直接

應佔的開支。 

處置物業項目所產生的損益，是以處置所得款項與項目賬面金額之間的差額釐定，並

在損益表中以淨額方式確認。 

(ii) 其後成本 

當本局能够確定重置物業項目很可能為本局帶來未來經濟效益，而該項目的成本又能

够可靠地計算時，便會於重置費用産生時，在該物業項目的賬面金額中確認有關費

用。被重置項目的賬面金額終止確認。物業的日常維修費用在産生時於損益表內確

認。 

(iii) 折舊 

物業項目的折舊是按其預計可用年限減殘值，以直綫法在損益表確認。租賃資産按租

期與可用年限兩者的較短期間予以折舊，除非可合理確定本局將於租賃期末獲得資産

所有權，則作別論。土地不予折舊。就本期和比較期間的估計可用年限如下: 

土地 不予折舊 
商用樓宇 50 年 

本局會在各報告日期審閲折舊方法、可用年限及殘值。 



郵政儲金局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訊息披露 

 

第 16 頁 

會計政策 (續) 
(7) 租賃付款 

根據經營租賃作出的付款會在租賃期內按直綫法在損益表中確認。所得的租賃激勵措

施均在租賃期內確認為租賃支出總額的組成部分。 

(8) 資產減值 

本局會在每個結算日審閲資產的賬面金額，以確定是否出現客觀的減值跡象。如果出

現任何這類跡象，賬面金額便會透過在損益表內列支而減少至估計可收回金額。 

(i) 貸款及應收款 

貸款及應收款的減值損失是以資產的賬面金額與按照資產的原定實際利率折現的預計

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間的差額計量。如果折現短期應收款所產生的影響不大，則不會

折現計算。 

信貸虧損準備總額可分為兩部分：個別減值準備和共同減值準備。 

本局首先個別評估單項而言屬重大的金融資產，以及個別或共同評估單項而言不屬重

大的金融資產是否出現客觀的減值跡象。如果本局認為經個別評估的金融資產並無出

現客觀的減值跡象 (不論重大與否) ，該金融資產將包括在一組具相若信貸風險特徵的

金融資產中，並且共同評估是否出現減值。個別接受減值評估及其減值損失獲得或持

續獲得確認的資產不會包括在共同減值評估內。 

當評估所需的共同減值損失準備時，本局會採用統計模型，並顧及信貸質素、組合規

模、信貸集中及經濟等因素的歷史趨勢。為估計所需的準備，本局根據過往經驗和現

時的經濟情況作假設，以模擬本局的潛在損失及釐定所需之輸入參數。 

本局所提撥減值準備的準確程度，取決於本局能否準確地估計個別評估減值準備的未

來現金流量，以及釐定整體減值準備所用的假設。雖然這些估計和假設均涉及判斷，

但本局相信客戶貸款和墊款的減值準備可算合理和充分。 

如果日後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數額和時間與以往估計相比出現變動，並且客觀地與撇

減後的事件相關，便會導致貸款及應收款的減值準備出現變動，有關變動在損益表內

列支或計入損益表。 

如果不能合理地預期收回貸款及相關的應收利息，便會作出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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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 (續) 
(8) 資產減值 (續) 

(ii) 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 

就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而言，減值虧損是以資產的賬面金額與以該資產原本的實際利

率 (即初次確認該資產時所計算的實際利率) 折現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之間的差額

計量。如果折現短期應收款所產生的影響不大，則不會折現計算。 

如果減值損失在其後的期間減少，而且客觀上與減值損失確認後發生的事件有關，則

應通過損益表轉回減值損失。減值損失的轉回是以在以往年度沒有確認任何減值損失

的情況下而應予確定的資產賬面金額為限。 

(iii)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就以成本入賬的非掛牌可供出售權益證券而言，減值損失是以金融資產的賬面金額與

以類似金融資產的當時市場回報率折現的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間的差額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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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物業 

本局在每個結算日審閲內部和外來的信息，以確定物業是否出現減值跡象。如果出現

任何這類跡象，便會估計資產的可收回金額。 

- 計算可收回金額 

資產的可收回金額是其淨售價與使用價值兩者中的較高者。在評估使用價值時，

預計未來現金流量會按照能反映當時市場對貨幣時間價值和資產特定風險的評估

的稅前折現率，折現至其現值。   

- 確認減值損失 

當資產的賬面金額高於其可收回金額時，減值損失便會在損益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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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 (續) 
(8) 資產減值 (續) 

(iv) 物業 (續) 

- 轉回減值損失 

如果用以確定可收回金額的估計數額出現正面的變化，有關的減值損失便會轉回。 

所轉回的減值損失以在以往年度沒有確認任何減值損失的情況下而確定的資產賬

面金額為限。所轉回的減值損失在確認轉回的年度內計入損益表中。 

(9) 現金等價物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存款和現金、存放於銀行和其他財務機構的活期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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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僱員福利 

薪金、年度獎金、有薪年假、界定供款計劃的供款和非貨幣福利成本在僱員提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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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這些數額會以現值列

賬。 

(11) 準備 

如果本局須就已發生的事件承擔法律或推定責任，因而預期會導致含有經濟效益的資

源外流以清償負債，在可以作出可靠的估計時，本局便會就此計提準備。本局按反映

當前市場對金錢時間值和有關負債特定風險的評估的稅前比率，貼現預期的未來現金

流量的方式釐定準備。 



郵政儲金局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訊息披露 

 

第 19 頁 

重大關聯方交易 
本局作為信用機構從事法例容許的銀行業務，包括向澳門公務員及指定機構的僱員提

供貸款。 

本局按照法例的規定，向公務員批給貸款。包括郵政儲金局及郵電局員工、行政委員

會成員及其上級在內的所有公務員均享着同樣的貸款條件。 

現時，本局只向公務員及指定機構的僱員提供貸款。 

除與其他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之日常交易以外，本局於年度內重大關聯方交易如

下: 

   2021 年 
   澳門元 
 
郵電局 

- 存放於本局款項之利息支出  9,506,594 
- 固定資產租賃費用  7,990,000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與本局往來的結餘如下： 

   2021 年 
   澳門元 
 
郵電局 

- 往來、定期、儲蓄及其他存款  716,003,522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局的或有負債及未償付承擔如下： 

   2021 年 
   澳門元 
郵電局 

- 代客擔保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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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和儲備 
本局隸屬澳門特別行政區郵電局。本局每年均從利潤撥款至法定儲備，當法定儲備超

越股本的 25% 時，超出之部分會轉入股本。由於本局屬政府部門，不設分配利潤機制，

故本局認為股本足以應付現行及將來之活動。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局根據金融管理局第 12/93-AMCM 號通告之規定計

算之自有資金為澳門元 666,298,207，其中基本自有資金澳門元 664,576,917分別由股本

澳門元 531,661,533及“郵電局之財政制度”規定的法定儲備澳門元 132,915,384組成; 而
補充自有資金澳門元 1,721,291 則由一般備用金組成。根據第 011/2015-AMCM 號通告

計算之償付能力比率為 78.7%。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股本和儲備明細如下: 

  2021  
  股本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於 2021 年 1 月 1 日 512,236,373 128,059,094 1,311,528 24,281,450 665,888,445 
轉入法定儲備 - 24,281,450 - (24,281,450) - 
轉入股本 19,425,160 (19,425,160) - - - 
本年溢利 - - - 18,363,533 18,363,533 
額外減值準備轉入 
    其他儲備 - - 9,615 (9,615) -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 531,661,533 132,915,384 1,321,143 18,353,918 684,251,978            

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第 18/93號通告，信用機構需要按照信貸逾期時間計提最低特定備

用金及為未逾期信貸餘額計提最低 1%的一般備用金或按加權風險承受總額 1.25%計算。

當本局按照會計政策為信貸計提之減值備用金少於按照第 18/93號通告規定計算時，少

提部份將從保留溢利轉入其他儲備。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局信貸的共同

評估減值準備金為澳門元 400,147，而按照澳門金融管理局規定計算的一般備用金為澳

門元 1,721,291。於年度內由保留溢利轉入其他儲備的金額為澳門元 9,615。 

根據第 50/99/M 號法令的規定，法定儲備不可超越本局資本的 25%。超出之部分須轉

入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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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 
管理層已制定一套信貸政策，並會不斷監察所承受的信貸風險。貸款金額、還款期以

及還款的方式均由第 24/85/M 號所規範。所有貸款申請由貸款組進行詳細分析，再由

行政委員會審批。於結算日，並無出現信貸風險重大集中情況。本局的最大信貸風險

承擔相當於資產負債表内各項金融資產的賬面金額。 

信貸風險是指因交易對方未能完全履行合約，而在報告日確認的會計損失。 

本局與不同金融中介機構進行的投資主要為存款及拆放交易。如果金融工具的交易對

方不履行合約，便可能承受信貸相關損失，但由於金融中介機構的信貸評級良好，本

局管理層並不預期任何交易對方會不履行責任。 

本局根據澳門《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 7 章所規定的風險上限提供信貸。本局並無來

自任何個人或團體客戶或交易對方的重大風險。為減低信貸風險，本局會對客戶的財

政狀況進行持續性的信貸評估，並為貸款損失提撥特別準備和一般準備。 

(i) 按地區分類的債券投資 

本局的債券投資（包括澳門金融管理局貨幣票據）均於澳門境內。下列為按類別列示

的債券投資。 

  2021 年 
  債券投資 
  澳門元 
 
澳門  80,500,000           
 
其中： 

- 澳門金融管理局  8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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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 (續) 

(ii) 按地區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分析 

本局的貸款及墊款客戶均來自澳門境內。 

    2021 年   
 客戶貸款及 逾期貸款    
 墊款總額  及墊款  特別準備  一般備用金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 184,334,544 3,764,725 3,485,285 400,147 

         

(iii) 按客戶行業分類的客戶貸款及墊款 

    2021 年   
 客戶貸款及 逾期貸款    
 墊款總額  及墊款  特別準備  一般備用金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特別行政 

區公務人員 177,939,864 2,984,624 2,705,184 387,378 
指定機構僱員 6,394,680 780,101 780,101 12,769 

         
 184,334,544 3,764,725 3,485,285 400,147          

按照現行法例，本局向澳門公務員及指定機構僱員提供貸款後的還款金額於借貸款人

的薪金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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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續) 

(iv) 按剩餘期限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即期 1 個月以下 

3 個月以下 

但 1個月 

以上 

1 年或以下 

但 3個月 

以上 

3 年或以下 

但 1年 

以上 總計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澳門元 

金融資產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 

機構的存款 - 147,871,786 284,930,000 613,540,000 - 1,046,341,786 
       
澳門金融管理局金融 

票據 - 持有至到期 - 4,499,425 28,985,971 44,958,014 - 78,443,410 
       
客戶貸款和墊款 

及其他賬項 42,327 2,056,484 35,072,108 81,311,950 59,392,160 177,875,029 

 

____________________ 

 
42,327 

 

=========== 

____________________ 

 
154,427,695 

 

=========== 

____________________ 

 
348,988,079 

 

=========== 

____________________ 

 
739,809,964 

 

=========== 

____________________ 

 
59,392,160 

 

=========== 

____________________ 

 
1,302,660,225 

 

=========== 
 

金融負債 

       
客戶的往來、定期、 
儲蓄及其他存款       
- 公共機構存款 27,320,587 - - - - 27,320,587 
       
- 非銀行客戶存款 276,709,093 115,400,000 375,350,000 215,202,715 - 982,661,808 

 

____________________ 

 
304,029,680 

 

=========== 

____________________ 

 
115,400,000 

 

=========== 

____________________ 

 
375,350,000 

 

=========== 

____________________ 

 
215,202,715 

 

=========== 

______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______ 

 
1,009,982,395 

 

===========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局並無持有 3 年以上或無限期之金融資產或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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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管理 (續) 
本局貸款及應收款的減值損失是以資產的賬面金額與按照資產的原定實際利率折現的

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間的差額計量。如果折現短期應收款所產生的影響不大，則

不會折現計算。同時，本局需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有關貸款組合分類的指引，就不履

行賬戶應按其逾期時間長短計提最低的一般及特別準備金。 

當有客觀因素顯示貸款收回的機會不大時，該貸款便被界定為不良貸款。根據金融管

理局之規定，信用機構應為所有逾期超過三個月的信貸設立不低於 40% 的特定備用

金。然而，基於謹慎原則，本局為所有逾期超過三個月或有客觀因素顯示不能收回的

信貸設立 100% 的特定備用金。 

此外，根據金融管理局之規定，信用機構亦應為逾期不超過三個月的信貸設立不低於

1% 或按加權風險承受總額 1.25% 為限額的一般備用金。本局採用澳門財務報告準則編

制年度報表，當計提貸款減值準備時，本局會根據過往歷史損失經驗和現時經濟情況

釐定減值準備之水平，有關金額可能低於規定之水平。本局會撥出一筆相等於該最低

水平備用金與減值準備差異的金額作為監管儲備。 

(v) 逾期客戶貸款及墊款分析 

   2021 年  
 佔貸款  

 澳門元 總額百分比 特別準備 

本金或利息已逾期的客戶貸款 
 及墊款總額： 

- 3 個月或以下 279,440 0.15% - 
- 3 個月以上至 6 個月或以下 204,112 0.11% 204,112 
- 6 個月以上至 1 年或以下 118,234 0.06% 118,234 
- 1 年以上 3,162,939 1.72% 3,162,939 

         
 3,764,725 2.04% 3,485,285          

 

以上貸款均為無抵押貸款。 

(vi)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局並沒有任何逾期之同業貸款及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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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風險管理 
本局的業務簡單並沒有澳門地區以外的業務。因此，市場風險極低。 

本局按照金融管理局要求建立了以日報、月報、季報及不定期報告等形式組成的市場

風險監控報告體系，向監管部門及時匯報市場風險情況，通過限額的監控、指標的計

量以及定性的分析，達到了對市場風險的全面管控。 

  2021 年 
  澳門元 
 
外匯風險的市場風險資本要求  70,448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局與利率相關之工具、股權及商品風險均不影響市

場風險資本之要求。 

以上數據是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市場風險申報表》規定計算。 

利率風險管理 
本局的負債成本及資產收益均為固定利率。因此，本局所承受的利率風險完全是在可

控制的範圍内。由於本局貸款者均為公務人員或指定機構僱員，還款自其薪俸扣除，

故本局預期不會出現大量貸款者提早還款之情況。另外，本局絶大部分存款客戶均為

政府部門，一般透過溝通機制令本局預早知悉大額提取存款之情況，令本局得以更靈

活掌握利率風險。本局每季均會向行政委員會提交利率風險報告，行政委員會設定利

率風險的上限，並透過權責明確的制度有效地作出監控。 

  2021 年 
 
對經濟價值的影響以在自有資金中的比例表示  1.34% 

以上數據是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利率風險管理指引》以 200 個基點波動的利率風險

分析計算。 

操作風險管理 
本局所從事的業務均以審慎為原則，實行職責分離，內部控制嚴謹。行政委員會為每

項業務制定政策，並會定期審視各項政策的執行情況。所有貸款的批給均按既定的法

例、政策和指引的規定，由貸款部門作分析報告，提交行政委員會審批。 

AML/CFT 條例執行主任監察日常交易，嚴格執行反洗錢的指引。本局重視為員工提供

反洗錢方面的培訓，每年均為員工提供這方面的加強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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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 
本局的資產與負債主要以澳門元、港元和美元作為貨幣單位，並彼此掛鈎，所以本局

認為所面臨的貨幣風險不大。同時，本局制定了外匯持倉的限額，並進行嚴謹的監

控。 

澳門元以外其他貨幣的長/(短)倉淨額情況如下： 

  2021 年 
  澳門元 
 
港元  629,382,334 
美元  19,589,421 
其他貨幣  880,602 
 
以上外幣均為資產。 

流動性風險管理 
本局流動性風險管理的目標是根據本局業務發展戰略，將流動性保持在穩健水平。 

本局持有足夠金額的金融票據來應付突然的資金流出，並有專門的委員會負責監控每

日的資金的流動。 

本局對流動性風險實施主動管理的策略，貫徹資金來源與資金運用相互匹配的原則定

期檢查本局的流動性及進行壓力測試，並確保各項流動性指標符合金融管理局要求。

在此政策的監督下，本局各項流動性指標均符合金融管理局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指

引》要求，並未出現任何流動性危機。 

(i) 每週平均流動性 
  2021 年 
  澳門元千元 
 
可動用現金最低要求  24,654 
可動用現金餘額  54,646 

以上數據是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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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風險管理(續) 
(ii) 平均流動比率 

  2021 年 
 
一個月平均流動比率  87% 
三個月平均流動比率  116% 

以上數據是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規定計算。 

(iii) 具償付能力資產 
  2021 年 
  澳門元千元 
 
平均每月抵償資產  928,123 
平均每月基本負債  1,298,224 
平均每月抵償資產與基本負債的比率  71% 

以上數據是根據澳門金融管理局規定計算。 

其他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局並無有關收購物

業、廠房和設備的尚餘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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