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63號公告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

現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240(9b)條的規定，將投資者賠償基金經審核至 2016年 3月 31日
止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列明於第 13733頁至第 13747頁。

 投資者賠償基金委員會主席雷祺光

投資者賠償基金  
投資者賠償基金委員會報告書

投資者賠償基金委員會 (委員會 )的委員現呈交周年報告及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經
審核的財務報表。

投資者賠償基金的設立

投資者賠償基金 (本基金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章 )第 XII部的規定在 2003年 4月
1日設立。

財務報表

本基金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表現及於該日的財務狀況，載列於第 13735頁
至第 13747頁的財務報表內。

委員會的委員

委員會在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及截至本報告的日期為止的委員包括：

雷祺光先生 (主席 )
高育賢女士，JP
李國強先生
施衛民先生 (2015年 9月 24日退任 )

合約權益

在財政年度終結時或在財政年度內任何時間，並不存在任何以本基金作為訂約方及由本基金委
員佔有重大權益的重要合約。

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現依章告退，惟符合資格並願意應聘連任。委員會將在即將舉行的委員會
會議上，提呈再度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基金核數師的決議案。

2016年 5月 27日 承委員會命
雷祺光
主席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我們已審計列載於第 13735頁至第 13747頁投資者賠償基金 (該基金 )的財務報表，此財務報
表包括於 2016年 3月 31日的財務狀況表，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權益變
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資料。該基金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II部的規定設立。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董事須編製公平地反映真實情況
的財務報表。證監會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公平地
反映真實情況的財務報表，以及落實其認為編製財務報表所必要的內部控制，以使財務報表不
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核數師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計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意見。我們僅向證監會作出報告。除此以外，
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
任。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該等準則要求我們遵守道德規
範，並規劃及執行審計，以合理確定財務報表是否不存在任何重大錯誤陳述。

審計涉及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財務報表所載金額及披露資料的審計憑證。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
核數師的判斷，包括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評估該
等風險時，核數師考慮與有關實體編製公平地反映真實情況的財務報表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
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有關實體的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審計亦包括評價董
事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的合適性及作出會計估計的合理性，以及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

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和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該基金於 2016年 3月
31日的財務狀況及該基金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

2016年 5月 27日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 10號
太子大廈 8樓



投資者賠償基金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附註 2016 2015
$'000 $'000

收入

投資收入淨額 5 12,938                   68,548                   
匯兌差價 662                         (732)                       
收回款項 7                             -                         

13,607                   67,816                   

支出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7 5,398                      5,323                      
賠償支出 8 7,341                      43,856                   
核數師酬金 124                         119                         
銀行費用 934                         905                         
專業人士費用 3,752                      3,838                      

17,549                   54,041                   

年度(虧損)/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3,942)                    13,775                   

第 13739頁至第 13747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投資者賠償基金

財務狀況表

於 2016年 3月 31日

(單位：港元 )

附註 2016 2015
$'000 $'000

流動資產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 債務證券 9 1,866,404             1,887,972              
- 匯集基金 9 282,860                304,967                 
應收利息 13,367                  12,900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 73                         157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10 7,788                    46,258                   
銀行現金 10 43,175                  7,787                     

2,213,667             2,260,041              

流動負債

賠償準備 8 1,412                    43,808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1,376                    1,412                     

2,788                    45,220                   

流動資產淨值 2,210,879             2,214,821              

資產淨值 2,210,879             2,214,821              

由以下項目構成：

賠償基金

來自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的供款 11 994,718                994,718                 
來自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的供款 11 108,923                108,923                 
累積盈餘 1,107,238             1,111,180              

2,210,879             2,214,821              

於 2016年 5月 27日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核准並許可發出，並由下列人士代表簽署：

歐達禮（Ashley Alder）
證監會主席 證監會行政總裁

唐家成

第 13739頁至第 13747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投資者賠償基金

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來自聯合交易所 來自商品交易所

賠償基金的供款 賠償基金的供款 累積盈餘 總計

$'000 $'000 $'000 $'000

於2014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097,405                   2,201,046                   

盈餘及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13,775                        13,775                        

於2015年3月31日及2015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111,180                   2,214,821                   

虧損及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3,942)                         (3,942)                         

於2016年3月3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107,238                   2,210,879                   

第 13739頁至第 13747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投資者賠償基金

現金流量表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2016 2015
$'000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年度(虧損)/盈餘 (3,942)             13,775            
就下列事項作出的調整：

投資收入淨額 (12,938)           (68,548)           
匯兌差價 (662)                732                 

(17,542)           (54,041)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的減少 84                   147                 
賠償準備的(減少)/增加 (42,396)           43,658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減少)/增加 (36)                  54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59,890)           (10,182)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購入債務證券          (505,239)          (729,765)
出售或贖回債務證券            514,675           522,612 
出售股本證券                1,450               1,472 
所得利息              45,922             46,249 

源自/(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56,808          (159,43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減少淨額 (3,082)             (169,614)         

年度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4,045            223,659          

年度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0,963            54,04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2016 2015
$'000 $'000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7,788              46,258            
銀行現金 43,175            7,787              

50,963            54,045            

第 13739頁至第 13747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投資者賠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1. 目的、限制及主要活動

《證券及期貨條例》(該條例 )就設立投資者賠償基金 (本基金 )作出規定，以對因中介人就
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交易的產品所犯的違責而蒙受損失的投資者提供賠償。有
關的違責中介人必須是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發牌或註冊進行證券交易、
期貨合約交易或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的中介人。

證監會主要依據該條例第 238條負責本基金的行政及管理。然而，證監會現已根據該條例
第 80條，將部分職能轉授予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執行。因此，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負責
就涉及在 2003年 4月 1日或以後發生的中介人違責而向本基金提出的有效申索作出收取、
裁定及支付賠償。一經向申索人作出支付後，證監會藉代位而享有有關申索人對違責者所
享有的權利。

依據該條例第 244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藉命令，就與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 )交易的證券或在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期交所 )交易的期貨合約有關連的情
況下而犯的每項單一違責，訂明向每名申索人支付的最高賠償金額為 150,000元。

假如本基金須付予本基金申索人的賠償金額超逾本基金的資產淨值，證監會將按照《證券
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申索 )規則》的規定，向申索人分配賠償額。證監會將在本基金具
備有關款項時繳付未獲支付的申索金額。

2. 構成本基金的款項

本基金主要由從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及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 (已於 2006年 5月 26日清盤 )
這兩個賠償基金支付的款額所組成。證監會亦將會依據該條例附表 10第 76(11)條的規定，
在向有關註冊交易商退回按金及應付予有關交易商的任何款項後，將證券交易商按金基金、
商品交易商按金基金及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保證基金的任何餘款撥入本基金，但在未來一年
內如此撥款的可能性不大。

本基金的其他款項來源包括向在聯交所交易的證券收取的徵費、向在期交所交易的期貨合
約收取的徵費 (另見附註 6)，及本基金的投資取得的收益 (參閱附註 5)。

3. 主要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詞包
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本基金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摘錄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若干在本基金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的新訂及經
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在與本基金有關的範圍內初始應用這些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
所引致當前和以往會計期間的會計政策變動，已於本財務報表內反映，有關資料載列於附
註 3(m)。



 本基金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參閱附註 15)。

(b) 編製基準

我們以歷史成本為計量基準編製本財務報表，但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工具，
則以其公平價值列出 (參閱附註 3(e))。

我們以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編製本財務報表，據此，管理層需要作出判斷、估
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以及所匯報的資產、負債、收入及
支出等數額。我們根據過往經驗及在該等情況下相信為合理的各種其他因素作出該等估計
及相關假設，而當我們未能輕易地從其他來源取得明確資料以顯示對資產與負債帳面值所
作的判斷是否正確時，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的結果便會成為我們作出有關判斷的依據。實
際結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我們持續覆核所作估計及相關假設。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只影響當期，我們便於當期確認有
關修訂；如會計估計的修訂對當期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我們會於當期及未來期間確認有
關修訂。

(c) 收入的確認

當經濟利益相當可能會流入本基金，而我們可對有關收益及成本作出可靠的計量時，我們
便會在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有關收入。我們將利息收入於產生時以實際利息法記
入收入帳項內。

(d) 外幣換算

我們將年度內的外幣交易按在交易日的匯率換算為港元，並將以外幣為單位及以公平價值
列出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按在報告期終結時的匯率換算為港元。我們將匯兌損益於產生時記
入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

(e) 金融工具

(i) 初始確認

我們視乎購入資產或產生負債的目的，在開始時將金融工具分為以下不同類別：按公平價
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工具、貸款和應收款項，以及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工具於初始時按公平價值計量，而所得數額通常相等於交易價格，及如該金融工具屬
並非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而持有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時，則加上可直接歸屬於該
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購入或發行的交易成本。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的交易成本即時支銷。

我們在本基金成為金融工具合約條文的訂約方當日確認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以平常方式
購買或出售的金融資產按交收日會計法予以確認。因該等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的公平價值
變動而產生的任何盈利和虧損，均由該日起予以記錄。

本基金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債務證券及股本證券。我們將屬
此類別的金融資產和負債以公平價值列出，並在公平價值出現變動期間於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表內確認有關變動。於出售或購回時，出售所得款項淨額或付款淨額與帳面值的差額
計入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ii) 計量公平價值的原則

我們根據金融工具於報告期終結時在認可證券交易所的市場報價，或就非於交易所買賣的
金融工具而從經紀╱交易商獲得的價格 (沒有扣除估計將來出售成本 )來釐定金融工具的
公平價值。金融資產按現行買入價作價，而金融負債則按現行賣出價作價。非上市股票投
資項目是匯集基金內的股份，其公平價值由託管人按本基金佔有關匯集基金的資產淨值的
比例而釐定。

(iii) 終止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約權利到期，或當金融資產連同擁有權的所有主要風險及
回報已被轉移時，我們終止確認有關的金融資產。

當合約訂明的義務已獲履行、取消或期滿時，我們終止確認金融負債。

(iv) 對銷

如具有可依法強制執行的權利將已確認金額對銷，且有意以淨額結算或同時變現資產及償
付債務，我們便會將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對銷，並將有關淨額列入財務狀況表內。

(f) 資產減值

本基金資產的帳面值在每個報告期均會予以覆核，以確定是否有客觀憑證顯示已出現減值。
金融資產出現減值的客觀憑證包括本基金注意到的可觀察數據，而該等數據所關乎的一宗
或多宗下列虧損事件會對有關資產的未來現金流量構成能可靠地估計得出的影響：

• 發行人或借款人出現重大財務困難；
• 違反合約，例如欠付或拖欠利息或本金付款；
• 借款人相當可能會破產或進行其他財務重組；
• 科技、市場、經濟或法律環境出現重大改變，以致對借款人產生不利影響；
• 由於財務困難導致金融資產的市場不再活躍；及
• 股本工具投資的公平價值顯著或長期低於其成本。

假如存在有關憑證，按已攤銷成本持有的金融資產的帳面值會予以扣減至估計可收回數額，
並在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扣除。

(g)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及庫存現金、存放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活期存款。

(h) 其他應收款項

我們將其他應收款項最初以公平價值，及其後以已攤銷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列出 (參閱附註
3(f))，但假如折讓的影響並不重大，則以成本列出。

(i) 賠償準備

不論是否已依據《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申索 )規則》第 3條就違責事件刊登公告促請
有關人士提出申索，只要履行有關義務可能會導致一筆能可靠地估計其數額的經濟利益外
流，我們便會就有關申索所引致的負債提撥準備。有關準備涵蓋截至證監會核准本財務報
表當日為止接獲的所有該等申索。如有關的影響屬關鍵性，在釐定準備時，我們會將預計
未來現金流量加以折讓，以反映市場當時對貨幣時間價值和 (如適用 )該負債的獨有風險
的評估。

本基金就每宗違責個案的申索須承擔的最高負債額為每名申索人 150,000元。



由於本基金持續更新有關已接獲申索的資料，近期的申索經驗未必反映未來就截至報告期
終結時已接獲的申索需要支付的款項。任何準備的增減都會影響未來年度的損益帳。

(j)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我們將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最初以公平價值，及其後以已攤銷成本列出，但假如折讓的影
響並不重大，則以成本列出。

(k) 撥備及或有負債

倘若本基金須就已發生的事件承擔涉及不確定時間或數額的法律或推定義務，而履行該義
務相當可能會導致一筆能可靠地估計其數額的經濟利益的外流，我們便會就該義務引致的
負債在財務狀況表提撥準備。

倘若經濟利益外流的可能性較低，或無法對有關數額作出可靠的估計，我們便會將該義務
披露為或有負債；但假如這類經濟利益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須視乎某宗或多宗未來
事件是否發生才能確定存在與否的潛在義務，亦會披露為或有負債；但假如這類經濟利益
外流的可能性極低則除外。

(l) 關連各方

為符合本財務報表的目的，一方在下列情況下會被認為與本基金有關連：

(a) 任何人如符合以下說明，其本人或近親即屬與本基金有關連：

 (i) 控制或與第三方共同控制本基金；
 (ii) 對本基金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或
 (iii) 是本基金的主要管理人員。

(b) 如符合下列任何條件，企業實體即屬與本基金有關連：

 (i) 該實體與本基金隸屬同一集團 (意指彼此的母公司、附屬公司和同系附屬公司互
有關連 )。

 (ii) 一家實體是另一實體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或是另一實體所屬集團旗下成員公
司的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

 (iii) 兩家實體是同一第三方的合營企業。
 (iv) 一家實體是第三方實體的合營企業，而另一實體是第三方實體的聯營公司。
 (v) 該實體是為集團或作為集團關連方的任何實體的僱員福利而設的離職後福利計劃。
 (vi) 該實體受到上述 (a)項所指的人控制或與第三方共同控制。
 (vii) 上述 (a)(i)項所指的人對該實體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或是該實體 (或該實體母公司 )

的主要管理人員。
 (viii) 該實體或是其所屬集團旗下任何成員公司向本基金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

任何人的近親是指在與該實體進行事務往來時預期可能會影響該人或受該人影響的家
屬。

(m)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公布了幾個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這些改變在本基金的當前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但這些與本基金的財務報表無關。

本基金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4. 稅項

本基金的投資所賺取的利息及利潤，無須繳付《稅務條例》第 14條所指的香港利得稅。



5. 投資收入淨額

2016 2015
$'000 $'000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58                  155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42,269           40,991           
出售股本證券的實現(虧損)/收益 (38)                 13                  
贖回/出售債務證券的實現虧損 (2,862)            (1,873)            
重估股本證券價值後的(虧損)/收益 (20,655)          22,456           
重估債務證券價值後的(虧損)/收益 (5,834)            6,806             

投資收入淨額 12,938           68,548           

Under Section 95 of the Commodities Trading Ordinance, the SFC is entitled to receive in place of the claimants, all claims,Recovery of any payment out of the Fund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under subroga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95 of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consider that the following are related parties of the Fund :parties that the Fund has the 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ontrol o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 making financial andparties that have the 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ontrol o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Fund in making financial andparties that are subject to common control or common significant influence.We calcul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Fund's receivables by discounting their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to theirWe reverse an impairment loss in respect of a receivable if the circumstances and events that have led to the write down orWe state other receivables at their cost less impairment losses.We state other payables at cost.
Under Section 95 of the Commodities Trading Ordinance, the SFC is entitled to receive in place of the claimants, all claims,
From 1 April 2003, the Fund received a levy chargeable under Part 3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Compensation

6. 來自聯交所及期交所的徵費

由 2003年 4月 1日開始，本基金依據《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徵費 )規則》第 2部及
第 3部的規定就可徵費的聯交所交易及可徵費的期交所合約收取徵費。

在《2005年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徵費 )(修訂 )規則》於 2005年 10月 28日生效後，
一個暫停及恢復徵費的機制得以設立，據此，當本基金的資產淨值超逾 14億元時，便可
暫停徵收投資者賠償徵費，其後當本基金的資產淨值跌至低於 10億元時，則可恢復徵收
有關徵費。依據《2005年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徵費 )(修訂 )規則》及於 2005年 11月
11日刊登的憲報，任何人自 2005年 12月 19日起均無須就買賣證券及期貨合約交易向本
基金繳付任何徵費。

7.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證監會在 2002年 9月成立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旨在根據該條例第 III及 XII部，代表本
基金履行與投資者賠償有關的職能及其他職能。本基金負責為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設立
及營運提供資金。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營運支出為
5,398,000元 (2015年：5,323,000元 )。

8. 賠償準備

$'000

於2014年4月1日的結餘 150                       
加上：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提撥的準備 44,006                  
減去：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內轉回的準備 (150)                      
減去：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支付的賠償 (198)                      

於2015年3月31日及2015年4月1日的結餘 43,808                  
加上：在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提撥的準備 11,142                  
減去：在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內轉回的準備 (3,801)                   
減去：在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支付的賠償 (49,737)                 

於2016年3月31日的結餘 1,412                    

The Fund mainly consists of the amounts paid from the two compensation funds, the Unified Exchange Compensation FundUnder Section 95 of the Commodities Trading Ordinance, the SFC is entitled to receive in place of the claimants, all claims,Recovery of any payment out of the Fund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under subroga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95 of theInvestments, representing held-to-maturity debt securities, are stated at cost adjusted for the amortisation ofProfits or losses on disposal of investments in held-to-maturity debt securities are accounted for in the incomeInterest income and contract levies are recognised i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n an accruals basis. ThePremium or discount on the purchase of the held-to-maturity debt securities is amortised or accretedThese accounts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Hong Kong Statements of Standard Accounting Practice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all applicable Statements of Standard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 been prepared on the historical cost basis.Premium or discount on the purchase of the held-to-maturity debt securities is amortised orInvestments, representing held-to-maturity debt securities, are stated at cost adjusted for theProfits or losses on disposal of investments in held-to-maturity debt securities are accountedAs we have prepare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on a break-up basis, we have reclassified our investments in debt securities,We make provision for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claims resulting from defaults for which payment is expected to be necessary,We record recoveries pursuant to Section 95 of the Commodities Trading Ordinance directly to the Fund on a receipt basis.We state our investments in debt securities, which we intended to hold to maturity, at cost adjusted forThe interest and profits on investment earned by the Fund are not subject to profits tax under Section 14 of the InlandWe record contract levy directly to the Fund on an accrual basis.Under the SFO, the Fund will continue in operation until all claims against it and all its liabilities have been settled. As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consider that the following are related parties of the Fund :parties that the Fund has the 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ontrol o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 making financial andparties that have the 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ontrol o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Fund in making financialparties that are subject to common control or common significant influence.The Fund prepares its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s")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 (SFO) provid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vestor Compensation Fund (the Fund)Net investment income Net investment income comprises (i) interest income from bank deposits and debt securities; (ii)On 6 March 2000,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Limited (the HKFE) became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All our debt securities are denominated in Hong Kong dollars and, as a result, the Fund was not exposed to foreignThe Fund's investment policy only allows the Fund to invest in fixed rate dated securities or in bank deposits. TheThe investment activities of the Fund may be suject to interest rate risk for its investment in debt securities. Such riskThe investment activities of the Fund expose it to various types of market risk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marketsAs described in Note 4, assets are stated at recoverable amounts as of 31 March 2003 as financial statements haveIn past years, we recognised investment income in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and other receipts and distributions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in accounting policy for the year is to cause an increase in income of $7,001,000 (2002 :From 1 April 2003, the Fund received a levy chargeable on leviable SEHK transactions and leviable HKFE contractsWe review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the Fund's assets at each balance sheet dat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yWe calcul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Fund's receivables by discounting their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to theirWe reverse an impairment loss in respect of a receivable if the circumstances and events that have led to the write downWe state other receivables at their cost less impairment losses.We state other payables at cost.

As at the date of this report, there is no outstanding claim against the Fund.

Unless the probability of outflow of economic benefits is remote, we disclose obligations as contingent liability where it is notRecovery of any payment out of the Fund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under subroga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95 of the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consider that the following are related parties of the Fund :parties that the Fund has the 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ontrol or t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 making financial andparties that have the 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ontrol or to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Fund in making financialparties that are subject to common control or common significant influence.Under Section 95 of the Commodities Trading Ordinance, the SFC is entitled to receive in place of the claimants, all claims,From 1 April 2003, the Fund received a levy chargeable under Part 3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Compensation -We state other payables initially at fair value and thereafter at amortised cost unless the effect of discounting would beThe SFC formed the Investor Compensation Company Limited (ICC) in September 2002 to perform functions on behalf ofWe classify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t inception, depending on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assets

In previous year, we stated debt securities at amortised cost less any provisions for impairments as those securities were

We translate foreign currency transactions during the year into Hong Kong dollars at the exchange rates ruling at the

During the year, the Fund purchased from the UECF debt securities of total nominal value of HK$61 million at market prices.

We review the carrying amounts of the Fund's assets at each balance sheet dat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nyWe calcul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Fund's receivables by discounting their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to theirWe reverse an impairment loss in respect of a receivable if the circumstances and events that have led to the write downWe state other receivables initially at fair value and thereafter at amortised cost less impairment losses. These are classifiedCash and cash equivalents comprise cash at bank and on hand, demand deposits with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We have prepared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using the historical cost basis as the measurement basis, except that we stateWe recognise income in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ccount provided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will flow toRelated parties may be individuals (being members of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or their close family members) orIn December 2003 and March 2004, the IASB approved amendments to a number of existing standards as a result of theWe maintained provision for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claims received resulting a default cases (Tiffit Securities (Hong Kong)We determine the fair value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based on their quoted market prices on a recognised stockWe derecognise a financial asset when the contractual rights to receive the cash flows from the financial asset expire, orWe offset the financial assets and financial liabilities and report the net amount in the balance sheet where there is aWe calcul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Fund's receivables by discounting their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to theirWe calcul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Fund's receivables by discounting their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to theirWe reverse an impairment loss in respect of a receivable if the circumstances and events that have led to the write downWe reverse an impairment loss in respect of an asset in a subsequent period if the circumstances and events that haveWe calcul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Fund's receivables by discounting their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to theirWe reverse an impairment loss in respect of a receivable if the circumstances and events that have led to the write downA number of new and revised standards and interpretations that are first effective or available for early adoption for the

Under Section 95 of the Commodities Trading Ordinance, the SFC is entitled to receive in place of the claimants, all claims,Recovery of any payment out of the Fund in respect of any claim under subroga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95 of the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we consider that the following are related parties of the Fund :parties that the Fund has the 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ontrol o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 making financial andparties that have the 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control or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Fund in making financialparties that are subject to common control or common significant influence.We calculat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of the Fund's receivables by discounting their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to theirWe reverse an impairment loss in respect of a receivable if the circumstances and events that have led to the writeWe state other receivables at their cost less impairment losses.We state other payables at cost.From 1 April 2003, the Fund received a levy chargeable under Part 3 of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Investor Compensation -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本基金已就兩宗申索所引致的負債提撥準備。本基金就該兩宗個
案的申索須承擔的負債總額最高為每名申索人 150,000元。於 2016年 3月 31日的賠償準
備為 1,412,000元 (2015年 3月 31日：43,808,000元 )。於 2016年 3月 31日，所有賠償準
備均預期將於一年內支付。



9.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9.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2016 2015
$'000 $'000

(a) 債務證券

(i)    上市狀況

在海外上市（按市場報價） 693,550          583,193                
在海外上市（按估值方式） 148,777          72,829                  
在香港上市（按市場報價） 487,379          566,888                
非上市 536,698          665,062                

1,866,404        1,887,972             

(ii) 到期情況

一年內 268,269          439,009                
一年後但兩年內 892,544          288,727                
兩年後但五年內 663,757          1,127,817             
五年後 41,834            32,419                  

1,866,404        1,887,972             

(iii) 於2016年3月31日，債務證券的加權平均實際利率為1.8%（2015年：1.6%）。

(b) 匯集基金 - 非上市 282,860          304,967                

匯集基金主要包括上市股本證券。

10. 銀行存款及銀行現金

於 2016年 3月 31日，銀行存款及銀行現金的實際利率介乎 0.25%至 0.70% (2015年： 
0.01%至 1.15%)。該等結餘在 2016年 3月 31日及 2015年 3月 31日起計一年內到期。

11. 來自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及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的供款

根據該條例附表 10第 74(2)及 75(2)條，證監會可在 2003年 4月 1日後，從聯合交易所賠
償基金及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撥出證監會認為適當的款額，將之撥入本基金。截至 2016
年 3月 31日止，證監會已分別從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及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將
994,718,000 元 (2015年：994,718,000元 )及 108,923,000元 (2015年：108,923,000元 )撥入
本基金。

本基金將 ‘資本’界定為包括來自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及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的供款以及累
積盈餘。

12. 關連方的重大交易

我們與證監會、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及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有關連。除在截至 2016年及
2015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披露的涉及關連各方的交易 (參閱附註 7及 11)之外，
本基金並無進行任何涉及關連各方的重大交易。

13. 金融風險管理及公平價值

本基金的金融資產主要由債務證券及一項匯集基金的單位組成。該項匯集基金的基礎投資
項目主要包括股本證券。

本基金的主要金融風險來自債務證券及匯集基金的單位的投資。證監會委任外間投資經理
管理本基金的投資，以及確保投資組合內的各項投資均符合本基金獲證監會批准、就信貸
風險、市場風險、利率風險、流動資金風險及外匯風險訂立控制限額的投資政策。該等外
間投資經理定期向證監會匯報有關事宜。



本基金所承受的這些風險及本基金為管理這些風險而採用的財務風險管理政策及措施載於
下文。

(a) 信貸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政策及行政指引》(投資政策 )只允許本基金投資於匯集基金、評級達 A或
以上的定息有期證券或以銀行存款形式作出投資。該投資政策亦對本基金在每名發行人及
每個國家的投資 (對美國國庫債券、由香港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發行的證券及認
可匯集基金的持有量除外 )所涉及的風險承擔作出限制。本基金的投資經理負責管理投資
組合，以及確保投資組合內的各項投資均符合投資政策和限制，並每月就有關事宜作出匯
報。年度內，本基金已遵從上述投資政策。最高的信貸風險承擔為財務狀況表內的資產帳
面值。

(b) 流動資金風險

本基金的政策是定期監察其流動資金需求，從而確保本基金可維持足夠的現金儲備及可隨
時變現的有價證券以滿足短期及較為長期的流動資金需求。

所有金融負債均在一年內到期或須按要求償還。

(c) 利率風險

本基金的附息資產主要包括定息債務證券及銀行存款。本基金的銀行存款須面對短期的銀
行存款重訂息率風險。

本基金須承擔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導致債務證券的未來現金流量出現波動的風險。為管理重
訂息率風險，本基金採納了債務證券組合的投資年期不得超過五年的政策。於 2016年 
3月 31日，該年期為 1.74年 (2015年 3月 31日：1.98年 )。

於 2016年 3月 31日，在所有其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估計利率一般上調╱下調
100個基點，將使本基金重估債務證券價值後的收益和累積盈餘減少╱增加約 32,475,000
元 (2015年：37,887,000元 )。此外，於 2016年 3月 31日，假設利率一般上調╱下調 100
個基點，而所有其他可變因素維持不變，本基金的利息收入和累積盈餘估計會增加╱減少
大約 1,076,000元 (2015年：2,814,000元 )。累積盈餘的其他組成部分不會因利率變動而受
到影響 (2015年：零 )。

以上的敏感度分析是假設利率變動已於報告期終結時出現，並已用作重新計量本基金於報
告期終結時持有及導致本基金承擔公平價值利率風險的該等金融工具，從而顯示本基金的
累積盈餘將會出現的即時變動。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分析按相同基準進行。

(d) 外匯風險

本基金的投資政策允許本基金承擔美元和人民幣外匯的風險。於 2016年 3月 31日，本基
金並沒有人民幣外匯的風險，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因此本基金無須承擔任何重大的外匯
風險。

(e) 市場風險

本基金因所進行的投資活動而需承擔各種市場風險，而該等風險與本基金所投資的市場有
關連，風險程度則視乎投資於債務證券及股本證券的數額而定。該等風險會在有關金融資
產的價格和帳面值上反映出來。

本基金投資於一項匯集基金的單位，該匯集基金主要由上市股本證券組成，並以MSCI 
AC太平洋 (日本除外 )基準指數作為衡量表現的指標。估計該基準指數一般上升╱下跌



16.8%，將使本基金的盈餘及累積盈餘增加╱減少約 42,995,000元 (2015年：該基準指數一
般上升╱下跌 15.7%，將使本基金的盈餘及累積盈餘增加╱減少約 47,880,000元 )。

以上敏感度分析是假設基準指數的變動已於報告期終結時出現，並已用作重新計量本基金
於報告期終結時持有及導致本基金承擔股票價格風險的該等金融工具，從而顯示本基金的
累積盈餘將會出現的即時變動。由於有關的投資組合分散投資於多個不同行業，因此亦假
設本基金的匯集基金投資的公平價值，會因應與有關基準指數過往的相互關係而變動，而
所有其他可變因素則維持不變。2015年的分析按相同基準進行。

(f) 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

下表按照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公平價值計量內界定的三個公平價值等級來呈
列在報告期終結時按公平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帳面值。每項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全部根據
對計量公平價值重要且屬最低級別的輸入數據來分類。有關等級界定如下：

• 第 1級 (最高級別 )：採用相同金融工具在交投活躍市場的報價 (不作調整 )計量公平
價值

• 第 2級：採用類似的金融工具在交投活躍市場的報價以計量公平價值，或採用估值方
式，而進行估值時所用的所有重要數據均直接或間接來自可觀察的市場數據

• 第 3級 (最低級別 )：採用估值方式以計量公平價值，而進行估值時所用的任何重要數
據均並非來自可觀察的市場數據

所有金融工具的帳面值與其於 2016年 3月 31日及 2015年 3月 31日的公平價值均無重大
差異。

債務證券的公平價值以市場報價或按債券莊家的報價釐定。  

非上市匯集基金的投資的公平價值由託管人按本基金佔匯集基金的資產淨值的比例而釐定。
有關匯集基金的相關資產大部分為上市證券。

市況變動可能會對公平價值估計造成重大影響。金融工具的公平價值的任何增減都會影響
未來年度的損益帳。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總計

$'000 $'000 $'000 $'000
資產

買賣證券

- 上市 1,180,929      148,777         -                 1,329,706      
- 非上市 359,663         177,035         -                 536,698         
匯集基金

- 非上市 282,860         -                 -                 282,860         

1,823,452      325,812         -                 2,149,264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總計

$'000 $'000 $'000 $'000
資產

買賣證券
- 上市 1,150,081      72,829           -                 1,222,910      
- 非上市 377,641         287,421         -                 665,062         
匯集基金

- 非上市 304,967         -                 -                 304,967         

1,832,689      360,250         -                 2,192,939      

2015

2016



年度內，第 1級與第 2級的金融工具之間並無任何重大移轉。

14. 或有負債

截至本報告的編製日期，除附註 8所述已提撥的賠償準備外，我們亦接獲其他申索，但現
有資料並不足以讓我們評定可能需就該等申索支付的賠償金額。就該等申索所須承擔的最
高負債為 2,619,000元 (2015年：1,951,000元 )，負債額按每名申索人最多 150,000元的賠
償上限或所申索的數額而釐定，以較低者為準。

15. 已公布但於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詮釋的可能影響

截至本財務報表的刊發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公布一些修訂以及一項新準則，但該等修
訂及新準則在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年度尚未生效，故並無在本財務報表中予以採用。
當中包括以下可能與本基金有關的項目。

自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有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的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2016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金融工具 2018年1月1日  

本基金現正就該等修訂及新準則在初期應用時預期會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迄今的結論是，
採用該等修訂將不大可能對本基金的營運業績及財政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Structure
	第3463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