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存 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綜 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列示）

		
附註

2014
港幣（元）

2013
港幣（元）

收入
367,145,351
5,124,513
–
(897)
–
60,000

337,206,851
2,928,779
958,311
200,847
23,546
60,000

372,328,967

341,378,334

僱員成本
5
物業成本
11
折舊及攤銷		
辦公室用品		
海外差旅		
交通及差旅		
向金管局償付營運費用
9
租用服務		
通訊		
宣傳及印刷		
其他費用		

8,628,988
5,900,537
4,113,601
115,998
189,412
5,456
24,698,673
11,352,360
83,177
13,825,776
4,108,745

5,398,461
5,006,197
3,555,850
257,884
188,138
9,800
23,921,619
13,789,253
104,149
14,889,864
3,869,807

		

73,022,723

70,991,022

本年度盈餘		

299,306,244

270,387,312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299,306,244

270,387,312

供款		
現金與銀行及外匯基金結餘利息收入
9
可供出售證券利息收入		
匯兌（虧損）╱收益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的已變現收益		
其他收入		

支出

第47至63頁的附註屬本帳目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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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基 金 帳 目 報 表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存 款 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Fund
資 產 負債表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4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附註

2014
港幣（元）

2013
港幣（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

6
7

5,617,904
5,452,849

7,410,451
5,804,426

		

11,070,753

13,214,877

8
9

2,201,618
2,424,501,601

1,435,925
2,102,615,447

		

2,426,703,219

2,104,051,372

流動負債
已收預付供款		
其他應付款項
10

291,157,122
29,294,053

270,166,455
29,083,241

		

320,451,175

299,249,696

流動資產淨額		

2,106,252,044

1,804,801,676

資產淨額		

2,117,322,797

1,818,016,553

累計盈餘		

2,117,322,797

1,818,016,553

		

2,117,322,797

1,818,016,553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
現金與銀行及外匯基金結餘

代表：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於2014年6月25日核准並許可發出。

主席
陳黃穗女士，BBS, JP
第47至63頁的附註屬本帳目報表的一部分。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存 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權 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列示）

2014
港幣（元）

2013
港幣（元）

於4月1日的存保基金結餘		

1,818,016,553

1,547,629,241

本年度盈餘		

299,306,244

270,387,312

於3月31日的存保基金結餘		

2,117,322,797

1,818,016,553

第47至63頁的附註屬本帳目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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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基 金 帳 目 報 表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存 款 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Fund
現 金 流量表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4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2014
港幣（元）

2013
港幣（元）

299,306,244
(5,124,513)
897
–
4,113,601

270,387,312
(3,887,090)
(200,847)
(23,546)
3,555,850

298,296,229

269,831,679

經營活動
本年度盈餘
利息收入
匯兌虧損╱（收益）
已變現收益淨額
折現及攤銷
未計經營資產及負債變動前的經營盈餘現金流入
經營資產及負債變動
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已收預付供款增加
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718,385)
20,990,667
210,812
318,779,323

(228,062)
23,064,905
3,471,240
296,139,762

投資活動
購入無形資產
購入固定資產
已收利息
購入可供出售證券
出售及贖回可供出售證券所得款項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795,425)
(174,052)
5,076,308
–
–
3,106,831

(2,624,297)
(6,270,208)
2,840,439
(619,772,185)
620,978,674
(4,847,577)

321,886,154

291,292,185

於4月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102,615,447

1,811,323,262

於3月31日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2,424,501,601

2,102,615,447

2,424,501,601

2,102,615,447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與銀行及外匯基金結餘
第47至63頁的附註屬本帳目報表的一部分。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存 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帳 目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列示）

1 成立宗旨及業務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存保基金」）是根據《存款保障計劃條例》
（「《存保條例》」）設立，目的
是在某些突發情況下就存放於屬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或「存保計劃」）成員的銀行的存戶
提供補償。
目前，每名存戶於每間銀行的保障額上限定為五十萬港元。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存保
會」）根據《存保條例》的規定管理存保基金。存保基金主要由向成員銀行所收取的供款及
存保基金的投資回報所組成。設立及維持存保計劃而產生的支出以及存保基金的管理及
行政費用，均由存保基金支付。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存保基金的帳目報表，是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
括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的會計原
則所編製。帳目報表是以歷史成本法作為編製基準。
為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帳目報表的編製須使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亦須管理層
於應用存保基金的會計政策過程時作出判斷。
存保基金作出的評估和假設，會影響下個財政年度呈報的資產及負債數額。此等估
計和判斷，是基於過往經驗及其他因素而作出，並會經常進行檢討，該等因素包括
根據有關情況對未來事件的合理預期。編製此等帳目時所作出的估計和假設不大可
能導致下個財政年度的資產和負債的帳面金額須作出重大調整。

(i)

存保基金已採納的新訂及修訂準則
沒有任何自2013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詮釋
會對存保基金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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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基 金 帳 目 報 表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存 款 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Fund
帳 目 報表附註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4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a) 編製基準（續）
(ii) 已頒佈但尚未於2013年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且存保基金並未提早
採納的新訂及修訂的準則。
存保基金選擇不提早採納下列已頒存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報」
（修改）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合併財務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在
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獨立財務報表」
（修改）

－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
（修改）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修改）

(iii) 直至帳目報表發佈當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修訂和詮釋，以及一
項新訂準則，全部尚未於截至2014年3月31日止的年度生效，且並未於帳目
報表內採納。
存保基金正就該等修訂於首次應用期間的預計影響進行評估。直至目前為止，
存保基金所得的結論是採納該等修訂不大可能對存保基金的營運業績及財務狀
況構成重大影響。

(b) 收入確認
如果經濟利益有很大機會流入存保基金，而收入又能可靠地計算出來，該等收入便
會在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供款及豁免費用乃根據《存保條例》附表4的規定向所有成員銀行徵收，並以應計基準
入帳。
供款是根據各非豁免銀行在指定日期的相關存款金額及監管評級而釐定的。供款每
年徵收，並在每個曆年預先收取。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存 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帳 目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列示）

2 主要會計劃政策（續）
(b) 收入確認（續）
利息收入按實際利率法在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實際利率法是用以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及在有關期間分配利息收入
或利息開支的方法。實際利率是以金融工具預計年期或（視乎情況）更短的期間，將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估計未來現金付款或收款，剛好折讓至帳面金額淨值所用的
利率。計算實際利率時，存保基金在考慮金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但不考慮未來信
貸虧損）後估計出現的現金流量。有關計算涵蓋各訂約方之間所支付或收取並屬於實
際利率、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組成部分的一切費用和點子。
某項金融資產或某組同類型金融資產倘因出現減值虧損而撇減，則有關利息收入按
照貼現未來現金流量，以計算減值虧損所用的利率確認入帳。

(c) 費用
所有費用按應計基準在綜合收益表內確認。

(d)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和減值虧損後入帳。折舊是以直線法在下列預計可用
年期內沖銷資產計算：
年期
電腦硬件╱軟件成本：
• 伺服器
• 其他，例如：個人電腦、列印機及附屬設備
辦公室傢俬、設備及固定裝置

5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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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基 金 帳 目 報 表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存 款 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Fund
帳 目 報表附註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4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固定資產（續）
只有價值10,000港元或以上的項目才會資本化。出售固定資產所產生的損益，以出
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資產的帳面金額之間的差額釐定，並於出售月份在綜合收益表內
確認。
如果資產的帳面金額高於其估計可收回數額，則資產的帳面金額會即時撇減至其可
收回數額。資產的可收回數額是其淨售價與使用價值兩者中的較高額。

(e) 貸款及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為有固定或可以確定支付金額的非衍生金融資產，但在活躍市場並
沒有報價，而且存保基金無意持有用作交易用途。

(f) 無形資產
用作開發由存保基金控制和使用的可識辦獨特系統（且很有可能產生經濟利益高於成
本逾一年者）的直接相關成本確認為無形資產入帳。
無形資產包括開發發放補償系統的開支。倘有關系統在技術上和商業上可行，有關
開支將撥充資本。撥充資本的開支包括直接勞工成本及物料成本。無形資產按成本
減去累計攤銷及任何減值虧損入帳。
可使用的年期有限無形資產的攤銷是以直線法在有關資產的5年估計可用年期內計入
綜合收益表。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存 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帳 目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列示）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g) 金融資產減值
每逢結算日，存保基金評估是否有客觀證據顯示某項金融資產或某組金融資產出現
減值情況。
倘若存有相關貸款及應收款項出現減值的證據，減值虧損為該金融資產的帳面值與
按其原本實際利率折現方式計算其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之間的差額。倘若在往
後期間減值虧損降低，而有關跌幅可與在確認減值虧損後發生的事件客觀聯繫，則
該減值虧損會在綜合收益表回撥。
倘若存在有關可供出售證券出現減值證據，則有關累計虧損（按收購成本與當時公平
價值之差額減去過往在綜合收益表，就有關金融資產確認的任何減值虧損計量）從儲
備中剔除，改於綜合收益表內確認。倘若在往後期間歸類為可供出售的債務證券的公
平價值上升，而有關升幅可與在綜合收益表確認減值虧損後發生的事件客觀聯繫，
該減值虧損會在綜合收益表回撥。

(h)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交易日期起計三個月內到期的結餘，當
中包括存放在銀行的現金及存保基金的庫存現金，存放在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及金
融管理專員（為外匯基金帳戶）的活期存款，以及可隨時兌換為已知數額現金而價值
變動風險不大的高流通性短期投資。

(i) 其他應付款項
其他應付款項首次確認時按公平價值入帳，其後按攤銷成本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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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基 金 帳 目 報 表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存 款 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Deposit Protection Scheme Fund
帳 目 報表附註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14 (Expressed in Hong Kong dollars)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幣列示）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j) 外幣換算
(i)

功能及呈報貨幣
帳目報表所示項目以存保基金經營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功能貨幣」）計
量。帳目報表以港幣呈報。港元為存保基金的功能及呈報貨幣。

(ii) 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按交易日期的現行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交易結算所產生的匯兌盈虧
及按年末匯率換算以外幣計值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所產生的匯兌盈虧，均於綜合
收益表內確認。

(k) 經營租貸
大部分風險及回報由出租人保留的租貸歸類為經營租貸。根據經營租貸作出的付款
（扣除來自出租人的任何優惠）以直線法按租期計入綜合收益表。
倘若經營租貸在租期屆滿前終止，須向出租人支付的任何罰金會在終止生效期間以
開支確認入帳。

(l) 撥備與或有負債
如果存保基金因已發生的事件而現時承擔法律或推定責任，從而預期可能導致資源
外流以應付有關責任，且有關數額能夠可靠地估計，則會就此確認撥備。
撥備按預期應付有關責任所需開支的現值（反映當時市場對金錢的時間價值及有關責
任固有風險的評估）釐定。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存 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帳 目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列示）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l) 撥備與或有負債（續）
如果經濟效益的資源外流的可能性不大，或是無法對有關數額作出可靠的估計，便
會將該責任披露為或有負債（但假如經濟利益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如果可能
出現的責任須視乎某宗或多宗未來事件是否發生才能確定是否存在，亦會披露或有
負債（但假如有關經濟利益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

(m) 僱員福利
(i)

僱員所享休假
僱員所享年假在累積計算至屬於僱員時確認入帳。此項累算以截至結算日止因
有關僱員所提供之服務而產生的估計年假負債為基準。
僱員所享病假及產假於休假時確認入帳。

(ii) 退休金責任
存保基金提供一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計劃資產一般以獨立的信託管理基金持
有。該批退休金計劃一般由僱員和存保基金各自的供款支持。存保基金對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的供款在產生時支銷。

(n) 關聯方
假如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另一方的財務及營運決策發揮重大影響，
則雙方屬於關聯方。假如雙方受到共同控制或共同重大影響，亦視為關聯方。關聯
方可以是個人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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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管理
(a) 管治
存保基金根據《存保條例》成立，宗旨是在若干情況下為存戶就存於成員銀行的存款
提供補償。根據《存保條例》第4部，存保基金由以下各項組成：
•

從成員銀行收取的供款及逾期繳付費；

•

存保會從倒閉成員銀行或其資產中討回的款項；

•

投資回報；

•

存保會為執行職能而借入的款項；及

•

任何其他合法撥付入存保基金的款項。

存保會設立了投資委員會，並授權該委員會可以處置或投資存保基金中不屬於存保
會執行其職能即時所需的款項。具體而言，投資委員會：
•

就存保基金的投資政策及策略提出建議；

•

監察存保基金的投資表現，並為存保會的投資活動設立適當的風險管控措施；
及

•

處理存保會不時指派的其他事項。

存保會職員需根據《存保條例》的規定及投資委員會批核的政策，處理存保基金的日
常投資管理及執行風險管理工作。

存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存 款保障計劃基金帳目報表
帳 目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列示）

3 風險管理（續）
(b) 投資管理及監控
根據《存保條例》第21條，存保基金或其任何部分可投資於以下投資工具：
•

為外匯基金帳戶存於金融管理專員的存款；

•

外匯基金票據；

•

美國國庫券；及

•

財政司司長批准的任何其他投資項目。

財政司司長於2008年12月批准存保基金的投資範圍擴展至剩餘年期不超過兩年的外
匯基金債券和美國國庫債券，以及存放於財務機構而期限不超過三個月的港元與美
元存款。
存保基金根據《存保條例》所載規定及投資委員會所批核的政策參與投資活動，以確
保投資活動能符合保本及維持充足流動資金的投資目的。
存保會的管理團隊負責存保基金的日常投資管理。載列所持有金融工具的最新市值、
回報率、到期資料、種類以及風險限額的投資報告，均定期呈交投資委員會以作監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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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管理（續）
(c) 財務風險管理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利率、股價及匯率等市場變數出現變化而可能影響金融工具公平價值
或現金流量的風險。存保基金的市場風險主要包括利率風險及匯率風險。

(i)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是指市場利率出現變化而引致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波動所產生的
風險。由於大部分金融資產為銀行及外匯基金的現金結餘，因此利率波動對存
保基金所造成的影響甚微。

(ii) 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是指匯率變化引致虧損的風險。存保基金所持投資均以港元或美元為
單位。由於港元與美元設有聯繫匯率，因此存保基金的匯率風險甚微。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是指存保基金可能沒有足夠資金應付到期債務的風險。此外，存保基
金可能無法在短時間內按接近公平價值的價格變現其金融資產。
由於存保基金只能夠存款於金融管理專員（為外匯基金帳戶）或投資委員會所批准的
財務機構，或投資於高流通性的外匯基金票據和債券以及美國國庫券和債券，因此
存保基金長期保持高水平的流通資金狀況。

信貸風險
存保基金承受借款人或交易對手可能在款項到期時無力或無意願完全履行合約責任
的信貸風險。存保基金的信貸風險可以分為(i)存款活動的對手風險；(ii)投資交易的
對手風險；(iii)所持債務證券的發行人風險；及(iv)國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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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 目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列示）

3 風險管理（續）
(c) 財務風險管理（續）
信貸風險（續）
對手信貸風險主要源於存保基金存於金融管理專員（為外匯基金帳戶）及投資委員會
批准的財務機構的存款，以及與金融機構進行的證券交易。在這方面，存保基金只
會與投資委員會批准的對手進行證券交易。發行人風險源於債券證券投資。存保基
金所投資的證券類別只限於外匯基金票據和債券，以及美國國庫券和債券，兩者的
違約風險甚微。除了對手及發行人風險外，存保基金亦承受國家風險，但由於存保
基金的投資類別有限，因此僅面對香港和美國的主權風險及投資委員會批准的財務
機構的國家風險。根據存保會的授權，存保基金所承受的信貸風險，會定期向投資
委員會匯報。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價值
在活躍市場買賣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以結算日的市場報價為準。存保基金所持金
融資產所用的市場報價為當時買入價。如無市場報價，則按結算日的市場狀況，以
現值或其他估值技術估計公平價值。
存保基金的資產負債表中，並非以公平價值呈報的金融資產及負債，其公平價值估
計如下：

(i)

銀行結餘及在外匯基金的戶口結餘
銀行結餘及在外匯基金的戶口結餘的公平價值為其帳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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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管理（續）
(c) 財務風險管理（續）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價值（續）
(ii) 其他應收款項
其他為不計算結餘的應收款項，估計公平價值為其帳面金額。

(iii) 其他應付款項
其他為不計息結餘的應付款項，估計公平價值為其帳面金額。

4 稅項
根據《存保條例》第10條，存保會獲豁免繳納香港利得稅，因此並無提撥任何香港利得稅
準備。

5 僱員成本

薪金
合約酬金
其他僱員福利

2014
港幣（元）

2013
港幣（元）

7,540,413
362,467
726,108

4,885,019
–
513,442

8,628,988

5,398,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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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 目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港幣列示）

6 固定資產

辦公室設備、
傢俬及固定裝置
港幣（元）

電腦硬件╱
軟件
港幣（元）

總額
港幣（元）

成本
於2013年4月1日
添置

1,419,520
86,664

15,449,498
87,388

16,869,018
174,052

於2014年3月31日

1,506,184

15,536,886

17,043,070

於2013年4月1日
本年度支出

1,042,238
115,843

8,416,329
1,850,756

9,458,567
1,966,599

於2014年3月31日

1,158,081

10,267,085

11,425,166

於2014年3月31日

348,103

5,269,801

5,617,904

於2013年3月31日

377,282

7,033,169

7,410,451

累計折舊

帳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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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無形資產
發放補償
系統開發成本
港幣（元）
成本
於2013年4月1日
添置

23,564,323
1,795,425

於2014年3月31日

25,359,748

累計攤銷
於2013年4月1日
本年度支出

17,759,897
2,147,002

於2014年3月31日

19,906,899

帳面淨值
於2014年3月31日

5,452,849

於2013年3月31日

5,80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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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應收款項

預付款項
應收利息
其他

2014
港幣（元）

2013
港幣（元）

1,976,922
162,196
62,500

1,304,537
114,888
16,500

2,201,618

1,435,925

9 重大關聯方交易
根據《存保條例》第6條，除非財政司司長另有指示，否則存保會須透過金融管理專員執行
其職能。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指派一組特派人員協助存保會履行其職能。該組
人員由其中一位助理總裁領導，該助理總裁獲委任為存保會的行政總裁。金管局亦為存
保會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包括會計、行政、人力資源及資訊科技等。
與金管局的關聯交易如下：

		
附註

2014
港幣（元）

2013
港幣（元）

年終未結算總額
(a)

2,027,679,431

1,705,395,502

於外匯基金的結餘所得利息收入

(a)

2,450,116

1,056,009

向金管局償付營運費用

(b)

24,698,673

23,921,619

於外匯基金的結餘
本年度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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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大關聯方交易（續）
(a) 年內，存保基金於外匯基金的存款額為2,027,679,431港元（2013年：1,705,395,502
港元），利息收入為2,450,116港元（2013年：1,056,009港元），利率乃參考市場利率
所釐定。
(b) 若干營運費用乃根據《存保條例》所列載的規定，以收回成本基準向金管局償付。
(c) 年內，金管局透過外匯基金向存保會提供一項備用信貸，以便於發生銀行倒閉時應
付發放補償的流動資金需要。該項信貸可提取的最高金額為1,200億港元（2013年：
1,200億港元）。存保會於年內並無（2013年：無）提取該項信貸。

10 其他應付款項
		
附註

2014
港幣（元）

2013
港幣（元）

租用服務
(a)
職員支出		
其他		

27,781,080
915,461
597,512

25,739,751
323,829
3,019,661

		

29,294,053

29,083,241

(a) 該金額包括向金管局償付的營運費用24,698,673港元（2013年：23,921,619港元），
發放補償演習的服務費用1,257,625港元（2013年：1,050,941港元）和其他租用服務
費用1,824,782港元（2013年：767,19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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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經營租賃承諾
根據於結算日已簽訂合約但沒有予以確認為負債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未來最低租賃總
額如下：

2014
港幣（元）

2013
港幣（元）

不超過1年		
超過1年但不超過5年		

5,168,100
2,778,548

5,168,100
7,946,648

		

7,946,648

13,114,748

12 帳目報表的批准
帳目報表已於2014年6月25日獲存保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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