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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銀行概況及相關存款總額
截至2019年3月底，存保計劃共有152間成員
銀行：25間於本地註冊，127間於境外註冊。
這與本港零售銀行及批發銀行的分佈數目大
致相若。

根據成員銀行的申報，2018年相關存款總額
為22,900億港元，較2017年的21,970億港元
增加4%。這是源於存放於成員銀行的相關存
款總額上升。

成員銀行之間的相關存款分佈與2017年相
若，首20間成員銀行（大部分為零售銀行）佔
業內相關存款總額的97%。

本會的目標是讓大部分存戶均受到存保計劃
全面保障。根據成員銀行提交的統計數據顯
示，約九成存戶受存保計劃的全面保障。現
時，結構性存款不受存保計劃保障，本會於
2018年第四季就結構性存款的普及程度進行
定期調查，結果顯示持有結構性存款的存戶
數量不多。基於以上因素，本會決定繼續維
持結構性存款不受存保計劃的保障。

按10萬港元保障額計算 按50萬港元保障額計算

成員銀行的相關存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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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相關存款總值的百份比：

2018年相關存款分佈

7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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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補償的應變能力

概覽
當觸發存保計劃時，存保會在大部分情況下
致力於七日內向倒閉成員銀行的存戶發放補
償。為達到這個目標，存保會不單要配備高
效的發放補償系統，更需要監督成員銀行有
否遵照資訊系統要求，維持存款記錄的質素。

過去一年，存保會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升發
放補償的能力。存保會推出了新的發放補償

當觸發存保計劃時，存戶將可獲得補償

系統，並加強其應變計劃以應對不同的發放
補償局面。存保會亦為發放補償代理提供培
訓和演習，以確保他們在這些局面裡反應迅
速。此外，為進一步提升發放補償的效率，
存保會計劃引進電子支付方式作為實體支票
以外的發放補償渠道，並完成了可行性研
究。對存戶來說，這是一個安全及更為便利
和快捷的補償支付渠道。存保會將於2019-

2021年致力於處理以電子支付方式發放補償
的各種執行細節。

自動保障
存戶自動獲得存保計劃的保障。

毋須提交索償申請
當成員銀行倒閉時，存戶毋須提交索償申請。

公眾傳訊
存保會透過多種途徑（如新聞稿和傳媒發佈會）

向存戶傳達發放補償的最新訊息。
存戶還可透過指定熱線電話和網站進行查詢。

計算補償金額
按照存戶在倒閉成員銀行的存款記錄來計算補償金額，

過程高度自動化。

發放補償金
在大部分情況下，發放補償通知書和支票會在七日內郵寄給存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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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發放補償系統
存保會已完成一項為期兩年的發放補償系統
優化項目，新系統已於2018年12月正式投入
服務。該系統加強了其系統應變能力，並能
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障。與已有十多年歷史
的舊系統相比，新系統簡化了計算流程，從
而加快以總額方式來計算發放補償金額的工
序（即每筆補償的計算方法是毋須減去該存戶
在相關銀行的負債）。系統運算的時間平均減
少了76%，連帶能夠縮短發放補償所需的時
間。存保會於年內亦向發放補償代理提供培
訓，協助他們掌握新發放補償系統的操作方
式，並了解它的效益。

應變計劃和演習
存保會制定了應變計劃，當中包含作業程
序，以確保發放補償代理能因應銀行危機的
各種不同狀況迅速應變。隨著優化的發放補
償系統面世，發放補償能力得到提升，存保
會的應變計劃亦已更新。這套最新的應變計
劃也就發放補償期間可能出現的意外干擾情
況（如惡劣天氣所導致的操作中斷）提供了應
變方案。

存保會在過去一年為一眾發放補償代理舉辦
了六次培訓會和五次演習，以確保他們在系
統操作方面更為準備就緒，並將於2019年進
行一次發放補償演習，以測試全新發放補償
系統的操作情況。

資訊系統要求和合規情況
為確保能迅速發放補償，存保會要求成員銀
行維持存款記錄的質素，並在有需要時能迅
即提交這些記錄。為此，存保會採取不同的
措施以監督成員銀行對資訊系統要求的遵例
情況，並跟進個別仍需改善的地方。

更新發放補償系統的好處

更新設備
 更換過時硬件
 增強系統應變能力
 加強保障個人資料
 減少維修保養成本

重新開發應用程式
 簡化發放補償的工序
 縮短系統處理時間
 支援多種支付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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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遵例審查計劃的一部分，於過去一年我
們除了對六間被選出的成員銀行完成了全面
的合規審查，還審閱了所有成員銀行所提交
的周年自我認證，以確定成員銀行是否已遵
照資訊系統的要求。此外，每間成員銀行還
需要每三年進行一次獨立評估，以評核該成
員銀行是否已設立充足的系統與流程以確保
遵守資訊系統的要求。基於這個周期為時三
年，存保會每年會邀請約三分之一的成員銀
行進行一次獨立評估，年內存保會共要求51

間成員銀行進行獨立評估，並與它們於三年
前所提交的獨立評估進行比較，結果顯示這
次整體的合規程度較三年前有所改善。

為了向成員銀行提供進一步指引，存保會在
獨立評估指引內加入更多評估步驟，有助它
們發現不符資訊系統要求的常見例子。此

監督成員銀行就資訊系統規定的遵例情況

外，存保會還為審計員和成員銀行的資訊科
技從業員舉辦了四次培訓會，讓他們更為理
解存保會對數據的要求，並為最新的獨立評
估指引作出深入的說明。

以電子支付方式發放補償
為建立實體支票以外的發放補償渠道，存保
會於2018年完成了引進電子支付方式（包括
使用香港金融管理局於2018年推出的快速
支付系統）作為另一發放補償渠道的可行性
研究。該研究確定了引入電子支付方式在技
術上屬可行，它能夠安全便捷地向存戶支付
補償之餘，亦不影響支付金額的準確度。在
2019-2021年間，存保會將與服務供應商合
作完成系統開發並制定操作流程，預計電子
支付渠道將於2021年推行。

要求51間成員銀行
就遵例審查計劃的要求
提交獨立評估報告

選出6間成員銀行，
就內部監控以及所提交
存款記錄的準確性完成了
全面的合規審查

審閱所有成員銀行就資訊系統要求的

合規情況所提交的周年自我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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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障計劃基金

存保基金的組成
存保基金有兩大收入來源：成員銀行每年向
本會繳付的供款，以及存保基金的投資回
報。成員銀行每年呈報所持的相關存款金額
連同金管局提供的監管評級，會作為釐定成
員銀行下年度供款金額的計算基礎。

釐定及收取供款
本會於年內向成員銀行收取共5.45億港元供
款，較去年上升5%。首20間成員銀行的供
款佔總供款額超過95%，與相關存款分佈相
若。為確保成員銀行呈交的資料準確無誤，

從成員銀行所收取的
供款分佈

成員銀行供款
首10間成員銀行

80%
（4.35億港元）

首20間成員銀行

96%
（5.23億港元）

首5間成員銀行

68%
（3.7億港元）

所有成員銀行

100%
（5.45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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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自2007年起一直按照審核申報表的政
策，要求成員銀行定期審核其相關存款申報
表。本會於2019年選取了19間成員銀行就其
相關存款申報表的準確度提交審核報告。審
核結果理想，並無發現任何對本會所收取的
供款金額造成重大影響的誤差。

存保基金投資
考慮到金融市場受不明朗因素影響，本會在
投資存保基金時繼續審慎行事，採取保本和
保守的投資策略。本會亦謹循《存保條例》及

存保基金投資監控政策進行投資，而政策已
就風險評估、監控措施，以及負責人員的職
能分工訂明指引。截至2019年3月底，存保
基金資產以港幣存款為主。綜觀全年，存保
基金錄得1.45%的投資回報。

存保基金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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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公眾對存款保障計劃的認知
及了解

概覽
公眾對存保計劃的認知及了解是計劃能否有
效運作的關鍵，為此存保會致力加深公眾對
存保計劃的理解。過去一年，存保會制定了
新的三年傳訊策略，旨在讓存戶存得安心。
存保會的策略之一是以「存保計劃豬仔錢罌」
為創作概念，推出多媒體宣傳活動，以提高
公眾人士和媒體對存保計劃的關注。存保會
亦參與了不同社區教育和外展活動，目的是
向特定目標群組傳遞有關存保計劃的主要訊
息。

多媒體宣傳

大型宣傳和專題活動
為配合豬年的來臨，存保會以豬仔錢罌這一
概念籌劃了全新的廣告宣傳活動，因為公眾
從豬仔錢罌很容易便聯想到儲蓄。2019年1

月，存保會推出了三輯電視廣告片，當中動
畫豬仔錢罌角色是由本港著名插畫師（包括李
惠珍女士的《十三点》、陳宇峰先生的《癲噹》
和孫浩然先生《在高速公路旁邊野餐》所創
作。此系列的15秒廣告傳遞了有關存保計劃
的主要訊息，包括銀行存款會自動受到高達
50萬港元的法定保障，讓存戶安心存款。除
了電視外，宣傳廣告亦在不同媒體（如報章雜
誌、戶外場地和數碼平台）推出，以廣傳存保
計劃的主要訊息。

2019年1月推出的全新電視廣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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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展覽花絮

秉承「存保計劃豬仔錢罌」的創作概念，存保
會亦於農曆新年期間在灣仔利東街及合和中
心舉辦了「存得安心 ·藝術豬巡迴展覽」（藝術
展覽），該藝術展覽共展出66件以豬仔錢罌
為題的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均由學生和本地
藝術家所設計，靈感源自他們對存保計劃的
認知。此外，參觀者亦可透過各類互動工作
坊和話劇，了解存保計劃的詳情。是次藝術
展覽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當中互動工作坊
亦吸引了1,000多名人士參加。藝術展覽將於
2019年的餘下時間在其他地區繼續舉辦。

存保會主席許敬文教授出席藝術展覽的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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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儲蓄習慣調查
為使公眾更關注自己的儲蓄，並加深他們對
存保會作為「存款守護者」的印象，存保會於
2018年8月首次進行年度「香港人儲蓄安全感
指標」調查，旨在了解市民的儲蓄行為和理財
習慣，並進一步宣傳存款保障的好處。調查
結果於2018年10月在新聞發佈會上公佈，並
吸引了大批媒體報導。

社交媒體活動
存保會在其Facebook專頁推出全新的社交媒
體活動，以加強接觸在大眾廣告活動中未能
涵蓋的社交媒體用戶。過去一年，存保會舉
辦了兩項活動，包括：(i) 「存民街訪」活動，
探討公眾對儲蓄的看法和習慣；(ii) 「慳啲啦
Piggy－存保大作戰」創意省錢比賽，由本地

存保會主席許敬文教授在新聞發佈會上公佈「香港人
儲蓄安全感指標」調查結果

「存民街訪」活動
其中一條有趣的問題

蘇玉華和河國榮參加
「慳啲啦Piggy－存保 
大作戰」比賽

藝人參與。存保會還為兩項活動製作了一系
列有趣的短片，內含存保計劃的訊息，並於
Facebook專頁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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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和外展活動

關鍵意見領袖在存保計劃講座上的分享
關鍵意見領袖施永青先生、陳志雲先生及張
笑容女士應邀出席存保會於各區舉辦的存保
計劃講座，與長者及家長分享各自的儲蓄故
事。講座廣獲好評，促進和加深了觀眾對存
保計劃的了解。

施永青先生、陳志雲先生及張笑容女士（由左至右）在存保計劃講座中分享各自的儲蓄故事

觀眾踴躍參與存保計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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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計劃的社區教育和外展活動概覽

參與不同的展覽和推廣活動，期間透過互動教育遊戲、話劇和存保計劃講座等環
節，提高公眾對存保計劃的認識和了解。

舉辦培訓工作坊，讓宣傳大使和推廣助理更深入認識存保計劃，以便與其服務對
象（如獨居長者）以及其家人和朋友分享有關存保計劃的知識。

與不同機構合作，向特定目標群組（包括長者、學生、家庭主婦、新來港人士、
低收入人士及非華語族裔社群）傳遞存保計劃的主要訊息。

在學校和長者中心舉辦桌上遊戲活動，向家長、學生、長者和非華語族裔社群介
紹存保計劃和儲蓄的重要性。

2. 大型展覽和推廣活動

3. 宣傳大使和推廣助理培訓工作坊

4. 存保計劃講座和研討會

1. 桌上遊戲活動

1

2

2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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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電台節目
存保會與香港電台合作，製作了為期一年有
關存保計劃的教育節目，當中包括12集以日
常生活為故事題材的五分鐘短劇，以及24集
以存保計劃趣談為題材的一分鐘資訊環節，
藉此向家庭主婦、長者和藍領人士等目標群
組傳遞有關存保計劃的訊息。

公眾認知和查詢
存保會每年進行一次獨立公眾意見調查，以
量度公眾對存保計劃的認知程度。根據2018

年的調查結果，公眾對存保計劃的認知度維
持於78%的高水平。在認識存保計劃的受訪

者中，83%知道保障上限為50萬港元以及
85%知悉存保計劃所提供的保障乃屬法例規
定。存保會將繼續按照調查結果來優化其傳
訊策略。

此外，存保會亦設有存保計劃公眾查詢服
務，提供一個方便而有效的途徑，可讓大眾
查詢有關存保計劃各個範疇及本會職能的資
訊。在2018-2019年度，約40%接獲的查詢
與存保計劃保障範圍有關（包括受存保計劃保
障的金融產品類別），約四分之一的查詢則與
補償安排有關（包括聯名帳戶和公司帳戶持有
人的應得補償）。

保障水平
4%

其他
1%

保障範圍
40% 22%

成員身份

聲明及申述
1%

存保計劃一般資料
8%24%

補償安排

2018-2019年度
存保計劃接獲的查詢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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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述規則》的遵行情況

《存款保障計劃（計劃成員及受存保計劃保障
的金融產品的申述）規則》（《申述規則》）規
管成員銀行向存戶申述其成員銀行身分及金
融產品是否受保障。為監察成員銀行有否遵
行申述規定，本會要求成員銀行進行自我評
核，評估自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

日期間的遵行情況，而金管局亦有協助進行
現場審查以了解成員銀行遵守《申述規則》的
情況。本會綜合自我評核報告及現場審查結
果，以決定須否採取跟進行動。整體結果顯
示，成員銀行的合規程度大致理想，並無發
現嚴重違規個案。

與其他安全網提供者的關係

與金管局的合作
本會與金管局以促進銀行體系穩定為共同目
標。為此，雙方就互相合作而須各自履行的
職能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根據《存保條例》，
本會須透過金管局執行職能。金管局已與本
會就金管局為本會的日常運作應提供的協助
達成共識。本會亦獲外匯基金提供備用信
貸，一旦遇有銀行倒閉，將可動用充足的流
動資金發放補償。此外，本會與金管局就預
警機制訂定詳細的合作協議，以便在銀行倒
閉時，能快速發放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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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投資
者賠償有限公司的關係
遇有銀行倒閉時，存戶的存款或其中一部分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同時受到存保計劃及
投資者賠償基金的保障。投資者賠償基金是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而成立，旨在為證
券或期貨投資者提供補償。為免向存戶重複
發放補償，本會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證監會）制定了協調工作及交換資料的安
排，並納入本會、證監會及投資者賠償有限
公司（由證監會成立的投資者賠償基金管理公
司）三方共同簽訂的備忘錄中。備忘錄列明遇
有銀行倒閉，存保計劃一般會先向存戶發放
補償，而為免重複發放補償，各方會交換相
關資料。

國際合作
作為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國際存保協會）
的會員，本會積極參與協會舉辦的會議和研
討會，以及其成員存款保險機構或其他國際
組織舉辦的活動，在國際論壇上交流存款保
障的相關經驗。此舉讓本會緊貼國際發展趨
勢，並加強與各地交流改革措施的成效，借
鑑經驗推陳出新，使本港存保計劃的發展更
臻健全。為進一步達成相互合作並促進資
訊分享，本會於2018年8月與日本存款保險
機構以互換函件的形式進行合作。在2018-

2019年度，本會人員參加了多項國際會議，
包括：

• 在瑞士巴塞爾舉行的第17屆國際存保協
會會員大會暨2018年年會；

• 在越南河內舉辦的第16屆國際存保協會
亞太區委員會年會暨區域工作坊及國際
會議；

• 在台北舉辦的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亞
太區委員會技術協助工作坊 － 處理瀕
臨倒閉及已倒閉的會員機構：案例和經
驗分享；及

• 在日本舉辦的第11屆日本存款保險機構
圓桌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