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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銀行概況及受保障存款  
總額

截至2021年3月底，存保計劃共有159間
成員銀行，包括 31間於本地註冊銀行和
128間於境外註冊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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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計劃下受保障
存款總額由2019年底的23 ,680億港元增
加 4%至 2020年底的 24 ,600億港元。這
是源於存放於成員銀行的存款總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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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受保障存款分佈

於 2020年，成員銀行之間的受保障存款
分佈與 2019年相若，首 20間成員銀行
（大部分為零售銀行）佔業內受保障存款總
額的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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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存款保障計劃

為符合國際最佳做法，存保會因應香港經
濟及金融的最新發展，定期檢討存保計劃
以確保計劃的效率及成效，繼續達致保障
存款人的公共政策目標。故此，存保會計
劃於 2021年度就存保計劃進行檢討，以
確保存保計劃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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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補償的準備

概覽
作為香港的「存款守護者」，存保會堅守使
命，一旦有銀行倒閉時，會致力於七天內
向受影響存戶發放補償。因此，存保會的
工作重點，是為發放補償做好準備，並提
升發放補償的效率。隨着市民日漸習慣以

電子方式進行日常交易，存保會開發以電
子支付渠道來加快發放補償的計劃。這個
計劃已經取得理想的進展。儘管疫情繼續
為經濟帶來不確定的影響，存保會仍時刻
保持警覺，並計劃於 2021年進行發放補
償演習，測試重點將會是新投入服務的電
子支付渠道。

毋須登記

存保計劃的發放補償方式

以直接轉帳方式，入帳給存戶
於指定代理銀行持有的戶口

透過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
轉帳至存戶的預設收款戶口

實體支票

以實體支票支付

現有方式 新增方式 電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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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支付渠道發放補償
除使用實體支票外，電子支付亦為存保計
劃提供一個既快捷、方便又安全的發放補
償渠道。存保會自 2019年起計劃引入電
子支付渠道來發放補償，包括以直接轉帳
方式，入帳給存戶於指定代理銀行持有的
戶口，以及透過快速支付系統轉帳至存戶
的預設收款戶口。計劃至今進展理想。存
保會及服務供應商已經於本年度完成系統
開發工作，並與銀行業界進行了全面演
習，以確保系統以及相關流程準備就緒，
可以採用電子支付渠道。整個支付過程於
銀行倒閉時將會立即啟動，而合資格存戶
毋須提交索償或登記，亦能收到補償。

值得留意的是，如要順利透過電子支付渠
道向存戶發放補償，銀行必須保存完善的
存戶記錄，尤其確保存戶的聯絡資料及其
他個人資料持續更新。在 2020年，存保
會已經向成員銀行發出指引，釐清銀行必
須遵守的申報要求，以配合存保會以電子
方式發放補償。

此外，存保會亦致力了解存戶對使用電子
支付的意見。存保會委託了傳訊顧問更新
危機管理計劃，並透過焦點小組討論收集
公眾意見。從焦點小組討論中，存保會發
現受訪者普遍接納以電子方式發放補償，
而且對存保會的發放補償安排感到滿意。

最新電話號碼

戶口持有人姓名
（須與身份證明
文件的姓名
相同）

正確的身份
證明文件編號

最新通訊地址

為確保能迅速
發放補償，請向
銀行持續更新聯絡
方式及個人資料

準確並持續更新個人資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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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計劃及發放補償演習
無論在什麼時候，存保會都必須時刻為發
放補償做好準備，以確保一旦存保計劃被
啓動時，能迅速發放補償。於疫情期間，
存保會實施了特別的工作安排，例如分組
運作，以降低發放補償工作受影響的潛在
風險。存保會亦優化了其應變計劃，為發
放補償代理制訂額外措施及指引，以應對
疫情可能造成的不同干擾。

2021年，存保會將進行發放補償演習，
並重點測試透過電子支付渠道向受影
響存戶發放補償的程序。發放補償代
理（即存保會的服務供應商）將參與是
次演習，從而協調發放補償的程序、
規劃公眾傳訊工作，以及當發放補償
程序受疫情干擾時應執行的各項應變  
措施。

資訊系統要求和合規情況
存保計劃成員銀行應保存完善的存款記
錄，並於有需要時迅速提交予存保會，以
便準確而及時地計算補償金額。存保會要
求成員銀行建立穩健的資訊系統，亦會監
察成員銀行遵守資訊系統要求的情況，並
跟進有待改善的地方。存保會定期選取部
分成員銀行進行全面的合規審查，而所有

成員銀行亦須每隔三年委託獨立核數師徹
底評估其系統及流程。根據 2020-2021
年度所進行的評估和審查結果，銀行界整
體合規情況令人滿意。

存保會定期舉辦簡介會，除了讓成員銀
行了解資訊系統要求外，亦對常見的違
規個案提高警覺。兩場網上簡介會已經
於 2021年首季進行，出席人數超過 360
人，他們分別來自成員銀行以及為成員銀
行進行獨立評估的會計師事務所。

審閱所有成員銀行的
周年自我認證

要求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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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控程序以及所提交存款
記錄的準確性進行全面的
合規審查

監察成員銀行遵守資訊系統指引的情況



存款保障計劃的運作

20 2020-2021存保會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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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存保會繳付的供款，以及存保基金的投
資回報。成員銀行每年呈報所持有的受存
保計劃保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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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保會於 2021年向成員銀行收取共 5 .76
億港元供款，較2020年上升2%。首20間
成員銀行的供款佔總供款額約96%，與受
保障存款的分佈相若。為確保成員銀行呈
交的資料準確無誤，存保會按照審核申報
表的政策，要求成員銀行定期審核其就受
存保計劃保障的存款所提交的申報表。存
保會於2021年選取了22間成員銀行，並
要求這些成員銀行就其申報表的準確度提
交審核報告。審核結果大致理想，並無發
現任何對存保會所收取的供款金額造成重
大影響的誤差。

存保基金投資
考慮到金融市場於 2020-2021年度受不
明朗因素影響，存保會在投資存保基金時
維持審慎的投資策略。存保會亦謹循《存
保條例》及存保基金投資相關政策進行投
資，而《存保條例》及有關政策已經就風
險評估、監控措施，以及負責人員的職能
分工訂明指引。截至 2021年 3月底，存
保基金資產為 57億港元，並以港幣存款
為主。存保基金於 2020–2021年度錄得
0 .15%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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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3.96億港元）

首5間

81%
（4.65億港元）

首10間

96%
（5.51億港元）

首20間

100%
（5.76億港元）

全部

從成員銀行所收取的
供款分佈

成員銀行供款

存保基金的資產

0

300

700

600

500

400

20212020201920182017

475

520
545

565 576

（百萬港元）

0

3

5

4

6

7

20212020201920182017

資產總值

流動資產（佔資產總值的百分比）

99.8%

99.6% 99.6%
99.7%

99.6%

（十億港元）

3.6

4.1

4.6

5.2

5.7



存款保障計劃的運作

22 2020-2021存保會年報

全新一輯電視廣告「存保拍住上」

加深公眾對存款保障計劃的  
認知及了解

概覽
存 保 會 為 期 三 年 的 傳 訊 計 劃 於 2020-
2021年度順利完成，不但加深了公眾對
存保計劃主要特點的認知及了解，亦增加
市民對存保計劃的信心。因應本地疫情發
展及政府實施嚴謹的社交距離措施，存保
會對本年度的宣傳及外展活動亦迅速作出
適當調整，增加使用數碼渠道，繼續讓公
眾認識存保計劃。

大型宣傳

多媒體廣告
為建立公眾對存保計劃的信心，存保會
推出了兩輪廣告宣傳活動，帶出「存款」
和「保障」的密切關係。全新一輯 30秒
廣告以「存保拍住上」為題，以存保會
F a c e b o o k專頁的兩位宣傳大使「阿存（代
表『存款』）」和「阿保（代表『保障』）」為主
角與公眾聯繫，帶出「銀行存款自動受保」
的重要訊息。疫情促使市民更常接觸電子
媒體，因此存保會於電視、電台及數碼平
台等不同渠道投放更多廣告，從而擴闊觀
眾層面至年輕人及少數族裔等不同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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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活動及公關宣傳
建基於電視廣告的「好拍檔」創作概念，存
保會在網上及印刷媒體亦推出了由不同人
氣組合演出的專題活動，讓本地藝人現身
於短片和推廣文章，以輕鬆的手法宣傳存
保計劃的主要特點，有效地向家庭主婦和
年輕人進行推廣。

•  「存保功夫拍住上」：由受歡迎的二人
組合透過功夫和說唱歌曲介紹存保計
劃的特點。

•  「存保愛情故事」：以一對年輕藝人的
愛情故事傳授存保計劃的相關知識，
並帶出儲蓄的重要性。

「存保功夫拍住上」

「存保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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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活動
存保會透過社交媒體平台推廣存保計劃的知識，活動接觸了超過250萬名社交媒體用
戶。

•  存 保 會 與 受 歡 迎 的 網 絡 媒 體 合
製了一集遊戲節目—《微辣遊戲
王—儲錢篇》，透過有趣的問題
和任務來考驗網絡媒體藝人，
藉此推廣存保計劃知識。

•  存保會邀請了多名受年輕人喜愛的本地插畫家，以漫畫形式推廣存保
計劃，鼓勵Facebook用戶參與「拍住上儲錢事件簿」有獎遊戲，來分享
與好拍檔一起儲蓄的故事。活動反應熱烈，本會從200多份作品中挑選
出有趣的故事，再製作成漫畫，讓市民加深了解存保計劃為其努力儲
蓄的成果所帶來的保障。

•  存 保 會 與 受 歡 迎 的 網 絡 媒 體 合
製了一集遊戲節目—《微辣遊戲
王—儲錢篇》，透過有趣的問題
和任務來考驗網絡媒體藝人，
藉此推廣存保計劃知識。

•  存保會邀請了多名受年輕人喜愛的本地插畫家，以漫畫形式推廣存保
計劃，鼓勵Facebook用戶參與「拍住上儲錢事件簿」有獎遊戲，來分享
與好拍檔一起儲蓄的故事。活動反應熱烈，本會從200多份作品中挑選
出有趣的故事，再製作成漫畫，讓市民加深了解存保計劃為其努力儲
蓄的成果所帶來的保障。

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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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儲蓄安全感指標」調查
存保會進行了第三年的年度「香港人儲蓄
安全感指標」調查，從而了解香港人的儲
蓄行為，以及研究育有年幼子女的父母之
理財習慣。存保會在網上簡報會公佈調查
結果，並獲媒體報導過百次。調查指67%

港人普遍有定期儲蓄的習慣，為人父母的
比例更高，達到 76%，而銀行存款仍是
最常見的儲蓄方式。結果證明存保會作為
「存款守護者」的角色仍然相當重要。

3大為子女儲蓄的
原因3大儲蓄原因

父母公眾

「香港人儲蓄安全感指標」調查的有趣發現

76%受訪者有儲蓄習慣67%受訪者有儲蓄習慣

2020

3大普遍為子女
儲蓄的方式

育有最少一名10歲或以下的子女18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子女在港
讀書的教育
開支

應付不時
之需

子女出國
留學的教育
開支

準備退休 應付不時
之需

提升生活
質素

3大普遍儲蓄方式

31%

29% 儲蓄保險

投資

72% 銀行存款

41%

29% 投資

銀行存款

66% 儲蓄保險

67% 76%

11 1122 2233 33

46% 27% 13% 59% 5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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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建議以電子遊戲來宣傳存保計劃

「存保有機」桌上遊戲的YouTube短片

社區教育和外展活動
面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存保會迅速應變，
將社區外展活動移師網上進行，如與非政
府機構合辦為長者而設的網上講座。此
外，存保會年內在非政府機構的網站發佈
以存保計劃為題的專欄，吸引準退休及剛
退休的人士瀏覽，以及透過網上文章、電
話短訊及資料包，向目標群組傳遞存保計
劃的資訊。

存保會一直透過存保計劃桌上遊戲及互動
工作坊接觸學生，成效顯著。鑑於學校在
疫情期間暫停舉辦桌上遊戲工作坊，存保
會因此製作 Y o u T u b e短片及舉辦網上工
作坊來介紹存保計劃桌上遊戲，以支援學
生在家學習。另外，存保會與非政府機構
合作派發存保計劃的桌上遊戲及宣傳品予
基層家庭；又為中學生舉辦網上理財教育
講座，以傳遞儲蓄、理財及存保計劃的重
要訊息；並邀請大學生參與學術項目，研
究向新來港人士推廣存保計劃的方法，另
外又以存保會的宣傳大使「阿存」和「阿
保」為主角，設計存保計劃的網上宣傳品。

存保會亦舉辦座談會，對象為對存保計劃
的認知度略低的組別（包括長者、家庭主
婦和年輕人），從而加深了解他們的儲蓄
習慣、理財特性以及面對銀行危機時的反
應，以助本會優化宣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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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認知和查詢

2 0 2 0年公眾意見調查
存保會於 2020年委託獨立機構進行公眾
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市民對存保計劃的認
知度維持於 79%的高水平，其中 82%受
訪者知道計劃的保障上限為 50萬港元，
另外亦有85%受訪者知悉存保計劃所提供
的是法定保障。這是存保會的宣傳及社區
外展活動卓有成效的證明。

存保計劃公眾查詢服務
存 保 會 設 有 存 保 計 劃 公 眾 查 詢
服 務（ 熱 線 ： 1831 831 ； 網 頁 ：
https://www.dps.org.hk/sc/contact.php），
為市民提供方便而有效的途徑，查詢存
保計劃和存保會的職能。 2020-2021年
度，本會接獲約66%的查詢是關於存保計
劃的保障範圍（包括虛擬銀行存款的保障
及受保障的金融產品類別）及補償安排（包
括聯名帳戶的補償資格及補償金額的計算
方式）。

2020-2021年度
存保會接獲的
公眾查詢類別

33%
保障範圍

33%
補償安排

8%
存保計劃
一般資料

3%
其他

3%
保障水平

1%
聲明及申述

19%
成員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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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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會要求成員
銀行進行自我評核，評估自2019年7月1
日至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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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會綜
合自我評核報告及現場審查結果，已經採
取適當的跟進行動。整體結果顯示，成員
銀行的合規程度大致理想。

與其他安全網提供者的關係

與金管局的合作
存保會與金管局以促進銀行體系穩定為共
同目標。為此，雙方就維持存保計劃運作
的合作形式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存保條
例》亦列明存保會須透過金管局執行其職
能，故雙方已經就金管局為存保會的日常
運作應提供的協助達成共識。此外，存保
會與金管局已經就預警機制訂定詳細的合
作協議，確保一旦遇到銀行倒閉時能迅速
發放補償。外匯基金更向存保會提供備用
信貸，以確保存保會在銀行倒閉時有更足
夠的流動資金用作發放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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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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會與證券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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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納入存保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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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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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交流存款
保障的相關經驗。此舉讓存保會緊貼國際
發展趨勢，並加強與國際存保協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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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疫情期間， 2020-2021年度的會議在網
上舉行。存保會人員參加了不同的國際網
上會議，包括：

•  國際存保協會亞太區委員會特設視像
會議；

•  第18屆國際存保協會亞太區委員會年
會；及

•  國際存保協會 2020年特別會員大會
暨亞太區委員會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