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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80億港元。這是源於存放於成員銀行

的相關存款總額上升。

成員銀行之間於2019年的相關存款分佈與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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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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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銀行概況及相關存款總額

截至2020年3月底，存保計劃共有159間成

員銀行：31間於本地註冊，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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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存款總額由

2018年的22,900億港元增加3%至2019年的

成員銀行的相關存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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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相關存款分佈

佔相關存款總值的百份比：

代表：

(23,680億港元)
100%

(23,070億港元)
97%

(17,340億港元)
73%

(19,970億港元)
84%

首5間成員銀行

首10間成員銀行

首20間成員銀行

總值

97%

3%

(22,950億港元)

零售銀行

批發銀行

(730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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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於七天內完成。此外，由於電子支付

科技發展迅速，並越來越獲廣泛使用，存

保會亦開展引進電子支付渠道的計劃，從

而加強現時的發放補償機制。未來一年充

滿挑戰，存保會將保持警覺，致力維持存

保會發放補償的能力，以確保能夠達成迅

速發放補償的目標。

發放補償的準備

概覽
存保會年內繼續做好充分準備，以確保存

保計劃一旦被啓動時，能及時發放補償。

有關的工作包括監察成員銀行是否遵從就

發放補償所定立的資訊要求，另外，存保

會亦進行演習，以確保發放補償可按既定

齊心協力以加快發放補償速度：不同發放補償代理的角色

會計師事務所
‧ 項目管理

‧ 補償釐定

律師事務所
‧ 法律服務

資訊科技服務供應商
‧ 系統支援

‧ 數據核對及上載

熱線中心營運商
‧ 處理公眾查詢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與
發放補償代理緊密合作，

迅速發放補償

公共關係顧問
‧ 危機管理及傳訊

精密印刷公司
‧ 印刷發放補償

通知及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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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轉帳至收款人。快速支付系統自推出以

來，在香港迅速普及，反映市場對電子支

付服務有需求並認同其服務所帶來的優

點。鑑於快速支付系統成功推出市場，存

保會亦進行引進電子支付渠道（包括快速

支付系統）的計劃，以提供既安全又快捷的

發放補償方式，作為透過實體支票發放補

償以外的另一途徑。存保會年內已經與發

放補償代理開展該項目，開發系統並制定

業務流程。為了有效推行電子支付渠道，

存保會須與銀行界的系統進行無縫銜接。

因此存保會將於2020年下半年與銀行界進

行全面的系統測試。預期電子支付渠道於

2021年正式準備就緒時，存戶可以透過此

渠道更安全及便捷地取得存保計劃所發放

的補償。

發放補償演習
確保發放補償機制能時刻準備就緒，一直

都是存保會的重點工作之一。為此，存保

會本年度進行了一次發放補償演習，發放

補償代理在模擬現實情況下，操作去年啟

用的全新系統，以測試發放補償代理之間

的協調情況。演習結果除了證明全新系統

有效提升了其運作效率和應變能力之外，

亦再次確認存保會能夠達成在七天內發放

補償的目標。縱使新的系統有助提升發放

補償的能力，發放補償的效率仍有賴成員

銀行持續更新存戶的個人和聯絡資料。

以電子支付方式發放補償
金管局於2018年推出快速支付系統，這項

電子支付基建讓用戶能即時、安全及快捷

存戶延遲收到發放補償的常見原因

地址無效
如存戶在倒閉銀行記錄的通訊地址無效，受影響的存戶或會無法收取實體補償支票。

電話號碼錯誤╱未有及時更新
如有關單位未能致電受影響存戶以確認計算補償金額時所需的資料，補償或會延誤發放。

姓名出錯
如倒閉銀行保存的存戶姓名記錄出錯或未有及時更新（例如該存戶已經改名），受影響的

存戶或會無法於其他銀行兌現補償支票。

存戶應及時更新銀行記錄中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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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要求和合規情況
存保計劃成員銀行必須及時向存保會提供

完整無誤的存款記錄，方能迅速而準確地

計算補償金額。為此，存保會按照遵例審

查計劃推出了多項措施，以持續監察成員

銀行遵行資訊系統指引的情況。根據遵例

審查計劃，每間成員銀行須提交周年自我

認證，並每隔三年委託獨立核數師徹底評

估其系統及流程。存保會本年度共要求47

間成員銀行進行獨立評估，又選出六間成

員銀行進行全面合規審查，結果顯示整體

合規情況令人滿意。

金管局於2019年上半年向八間虛擬銀行授

予銀行牌照。隨著虛擬銀行成為存保計劃

的成員，存放於虛擬銀行的存款與傳統銀

行的存款同樣受存保計劃保障。存保會於

2019年9月，為這些虛擬銀行舉辦簡介會，

以便它們在準備開業之時，能在業務流程

及資訊系統層面上，合乎存保會就發放補

償而制定的數據要求。

為虛擬銀行舉辦的簡介會

監督成員銀行就資訊系統
指引規定的遵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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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47間成員銀行就遵例 

審 查 計 劃 的 要 求 提 交 獨 立 

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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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保會於2020年向成員銀行收取共5. 65億

港元供款，較2019年上升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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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會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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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會於2020年選取

成員銀行供款

(5.65億港元)

100%

(5.43億港元)
96%

(3.80億港元)
67%

(4.48億港元)
79%

首5間成員銀行

首10間成員銀行

首20間成員銀行

所有成員銀行

從成員銀行所收取的供款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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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行事，採取保本和保守的投資策略。

存保會亦謹循《存保條例》、存保基金投資

政策及投資監控政策進行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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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底，存保基金持有高流動

性資產，並以港幣存款為主。存保基金於

2019–2020年度錄得1.26%的投資回報。

了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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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年度受不明朗

因素影響，存保會在投資存保基金時繼續

存保基金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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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宣傳

大型宣傳和專題活動
一系列豬仔錢罌動畫角色肩負著推廣存保

計劃的任務，為了讓它更深入民心，存保

會推出了兩輪以「存保計劃豬仔錢罌」為題

的廣告宣傳活動，一方面透過傳統媒體（如

電視、報章雜誌、戶外廣告）向普羅大眾宣

傳，另一方面更拓展了新渠道（如數碼及社

交平台）向目標群組宣揚訊息。同時，存保

會亦在全港各區舉辦了「存得安心 ·藝術豬

巡迴展覽」，透過各類教育遊戲、互動工作

坊和資訊展板，直接向參觀者推廣存保計

劃的主要特點。

加深公眾對存款保障計劃的認
知及了解

概覽
為了讓市民更深入了解存保計劃的主要特

點並維持他們對存款保障的高度認知，存

保會推行為期三年的傳訊策略，已經進入

第二年。除了繼續推出以「存保計劃豬仔錢

罌」為主題的宣傳及專題活動之外，存保會

亦為不同目標群組舉辦了一系列公關、宣

傳及社區教育活動。於2020年首季，存保

會更調整其宣傳計劃，務求在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期間，繼續加強公眾對存保計劃的

信心。

公眾參與存保計劃教育遊戲，並與巡迴展覽中的豬仔錢罌藝術展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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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儲蓄安全感指標」調查
為了解市民的儲蓄行為和理財習慣，存保

會進行了第二年的「香港人儲蓄安全感指

標」調查。有見大眾日益重視退休計劃，今

年的調查亦進一步了解準退休人士如何藉

著儲蓄，為退休生活做好準備。存保會在

新聞發佈會上公佈了一系列有趣的調查結

果，並獲得媒體的廣泛報導，從而鞏固市

民心目中存保會作為「存款守護者」的重要

角色。

儲蓄行為的背後往往蘊藏了無數關於愛與

奉獻的故事。為傳達存款人的寶貴積蓄受

到存保計劃保障的訊息，並深化市民對存

保計劃主要特點的認知，存保會取材自一

些普羅大眾的儲蓄經歷，並以創新方式改

編，藉此引起不同目標群組的共鳴。存保

會於2019年播出了資訊娛樂處境劇「存款

保障最安心」，於黃金時段在主要電視頻

道與觀眾分享人生各個階段的理財故事，

並於母親節期間刊登網上專欄「媽媽『存』

攻略」，透過短片和訪談形式分享不同年齡

母親的儲蓄故事，以推廣有關存保計劃的

知識。

「存款保障最安心」及「媽媽『存』攻略」故事分享

存保會主席許敬文教授出席第二年調查

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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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儲蓄安全感指標」調查的有趣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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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眾宣揚存保計劃的訊息。這些活動獲

得了廣大迴響，並吸引了超過150萬名社交

媒體用戶參與及觀看。

社交媒體活動
存保會於2019–2020年度在其社交平台舉辦

了三項社交媒體活動，希望以輕鬆的形式

2 舉辦多輪「存民有賞」電子印花收集活動，吸引會收集印花或優惠券的家庭主婦和長者參與存保計
劃問答遊戲。

3 進行「存民街訪」活動，以街頭訪問形式讓情侶分享他們的儲蓄習慣，以及鼓勵受訪市民立志擺脫
「長期糧尾」的生活模式。街訪短片並上載於存保會的 Facebook專頁。

1

2
3

1 推出以存保計劃Facebook宣傳大使「阿存」和「家保」為主角的動畫短片，為觀眾破解「都市『存』

說」，並介紹存保計劃的主要特點。

存保計劃社交媒體活動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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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教育和外展活動

向初小學生推廣全新「存保有機」桌上遊戲
遊戲是一個有效的途徑，向學生傳遞富教

育意義的訊息。存保會於2019–2020年度繼

續舉辦以高小及中學生為對象的桌上遊戲

工作坊，透過存保計劃桌上遊戲「$80環遊

世界」進行互動教學，並廣獲各院校好評。

此外，存保會於2019年亦邀請香港專上學

院（附屬於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參與設計了

以初小學生為對象的全新「存保有機」桌上

遊戲。

「存保有機」發佈會於2019年香港書展舉

行，邀請了小學生及新來港家庭參與，讓

他們率先試玩這款遊戲。存保會隨後亦在

各中小學舉辦桌上遊戲簡介工作坊，並於

一學校聯會的會議中向參與的校長推廣

有關工作坊，宣傳兩款存保計劃桌上遊戲

（「$80環遊世界」和「存保有機」）。

針對個別群組的宣傳活動
為接觸在大眾宣傳活動中較難涵蓋的群組

（例如外傭、非華語人士、家庭主婦及長

者），存保會在非傳統通訊平台制定了針對

性的宣傳活動，包括在以菲律賓及印尼讀

者為對象的報章刊登推廣文章，並在他們

慣常瀏覽的網站展示宣傳橫幅。此外，存

保會亦透過住宅大廈和私家診所的電視網

絡播放宣傳片，以及在社交媒體發放存保

計劃訊息。

為了確保存保計劃的成效，存保會亦推出

了各種推廣及宣傳活動，致力讓公眾對存

保計劃的保障維持高水平的認知和信心。

存保會於2020年初調整了宣傳活動，在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增加使用數碼渠道

進行推廣，並透過與社福機構合作派發具

教育意義的存保計劃桌上遊戲，以支援基

層家庭兒童在家學習。

2019年「存保有機」桌上遊戲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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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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一個方便而有效的途徑，讓大眾就存保計

劃的各個範疇及存保會職能進行查詢。在

2019–2020年度，約40%接獲的查詢與存保

計劃的保障範圍有關（包括存保計劃對虛擬

銀行存戶的保障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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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計算聯名帳戶及外幣存款補償

的方法）。

參與人氣展覽及活動
除了於長者中心舉行存保計劃講座，存保

會亦參與2019年香港書展、第54屆工展會

及新家園協會主辦的兒童發展基金頒獎典

禮暨同樂日，透過教育遊戲及資訊展板向

市民推廣存保計劃資訊。為了令大眾更投

入這項活動，一眾長者宣傳大使更特意排

練，精心為觀眾獻上宣傳存保計劃知識的

話劇。

公眾認知和查詢

2019年意見調查的主要結果
根據2019年的獨立公眾意見調查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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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萬港元以及接近87%知悉存

保計劃所提供的是法定保障。存保會將繼

續按照調查結果來優化其傳訊策略。

透過新家園協會主辦的同樂日宣傳存保計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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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計劃一般資料
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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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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會須透過金管局執行職能。

金管局已經與存保會就金管局為存保會的

日常運作應提供的協助達成共識。存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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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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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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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日至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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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須要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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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發現

嚴重違規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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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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論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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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2020年度，存保會人員參加了

多項國際會議，包括：

• 在台北舉辦的國際存保協會亞太區域

委員會高峰論壇：全球經濟金融情勢

對亞太地區存款保險機構之機會與

挑戰；

• 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辦的第17屆國際

存保協會亞太區委員會年會暨技術協

助工作坊及國際會議；及

•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的第18屆國際

存保協會會員大會暨2019年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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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