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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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31日
止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列明於第 18953頁至第 18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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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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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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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7頁
至第 18969頁的財務報表內。

委員會的委員

委員會在截至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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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
李國強先生
魏建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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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兵咸永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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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呈再度委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基金核數師的決議案。

2018年 6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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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

我們已審計的內容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I部的規定成立的投資者賠償基金 (該基金 )列載於第 18957頁至
第 18969頁的財務報表，包括：

• 於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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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權益變動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現金流量表；及
• 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
映該基金於 2018年 3月 3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和現金流量。

意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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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
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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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提供基礎。

獨立性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守則 )，我們獨立於該基金，並已履行守
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

其他資料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董事須對其他資料負責。其他資料包括年報內的所有資
料，但不包括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資料，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資料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就我們對財務報表進行的審計而言，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資料，及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資
料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有重大抵觸或者似乎有重大錯誤陳述。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資料有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
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證監會董事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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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編製財務報表時，證監會董事負責評估該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
經營有關的事項，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證監會董事有意將該基金清盤或停止經
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
證，並出具包括我們的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我們僅向證監會報告我們的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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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
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
響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
亦：

• 識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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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
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
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
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該基金的內部控制的有
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證監會董事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的合適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證監會董事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
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該基金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
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
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
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該基金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公平地反映相關
交易和事項。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證監會董事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和重大審計發現，包括我
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2018年 6月 1日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 
 執業會計師 
 香港



投資者賠償基金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投資者賠償基金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附註 2018 2017
$'000 $'000

收入

投資收入淨額 5 73,603                   77,141                   
匯兌差價 16,504                   3,110                     
收回款項 1,620                     1                            

91,727                   80,252                   

支出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7 5,729                     5,574                     
賠償支出 8 -                         182                        
核數師酬金 166                        160                        
銀行費用 968                        967                        
專業人士費用 4,120                     3,842                     

10,983                   10,725                   

年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80,744                   69,527                   

第*頁至第*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第 18961頁至第 18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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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31日

(單位：港元 )

投資者賠償基金

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3月31日

（單位：港元）

附註 20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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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279             1,893,248              
- 匯集基金 9 350,084                330,386                 
應收利息 17,015                  13,651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 203                       75                          
銀行定期存款 10 52,586                  26,201                   
銀行現金 10 3,347                    18,770                   

2,362,514             2,282,331              

流動負債

賠償準備 8 -                        476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1,364                    1,449                     

1,364                    1,925                     

流動資產淨值 2,361,150             2,280,406              

資產淨值 2,361,150             2,2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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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7,509             1,176,765              

2,361,150             2,280,406              

於2018年6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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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頁至第*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唐家成

於 2018年 6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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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家成 歐達禮 (Ashley Alder)
證監會主席 證監會行政總裁

第 18961頁至第 18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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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投資者賠償基金

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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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107,238                   2,210,879                   

盈餘及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69,527                        69,527                        

於2017年3月31日及2017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176,765                   2,280,406                   

盈餘及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80,744                        80,744                        

於2018年3月3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257,509                   2,361,150                   

第*頁至第*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第 18961頁至第 18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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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

投資者賠償基金

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

（單位：港元）

2018 2017
$'000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年度盈餘 80,744            69,527            
就下列事項作出的調整：

投資收入淨額 (73,603)           (77,141)           
匯兌差價 (16,504)           (3,110)             

(9,363)             (10,724)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的增加 (128)                (2)                   
賠償準備的減少 (476)                (936)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減少)/增加 (85)                  73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10,052)           (11,589)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購入債務證券       (1,100,731)          (536,658)
出售或贖回債務證券         1,037,862           494,332 
出售股本證券              36,789               1,455 
所得利息              47,094             46,468 

源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21,014               5,59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增加/(減少)淨額 10,962            (5,992)             

年度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4,971            50,963            

年度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5,933            44,97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2018 2017
$'000 $'000

銀行定期存款 52,586            26,201            
銀行現金 3,347              18,770            

55,933            44,971            

第*頁至第*頁的附註是本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第 18961頁至第 189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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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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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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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沒有對本基金在編製或呈列當前和以往會計期間的業績及財政狀況產
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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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017
$’000 $’000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828  84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44,455  41,923
出售股本證券的實現收益 989  4
贖回╱出售債務證券的實現收益╱ (虧損 ) 2,422  (1,615)
重估股本證券價值後的收益  52,138  48,362
重估債務證券價值後的虧損  (27,229)  (11,617)

投資收入淨額  73,603  7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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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營運支出為
5,729,000元 (2017年：5,574,000元 )。

8. 賠償準備
$’000

於 2009年 4月 1日的結餘  1,412
加上：在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內提撥的準備  476
減去：在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內轉回的準備  (294)
減去：在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內支付的賠償  (1,118)

於 2017年 3月 31日及 2017年 4月 1日的結餘  476

減去：在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年度內支付的賠償  (476)

於 2018年 3月 31日的結餘 —



9.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2018 2017
$’000 $’000

(a) 債務證券
(i) 上市狀況
在海外上市 1,103,850  977,432
在香港上市 443,133  490,715
非上市 392,296  425,101

 1,939,279  1,893,248

(ii) 到期情況
一年內  404,749  856,310
一年後但兩年內  454,873  361,785
兩年後但五年內  1,001,791  635,207
五年後  77,866  39,946

 1,939,279  1,893,248

(iii) 於 2018年 3月 31日，債務證券的加權平均實際利率為 2.9% (2017年：2.1%)。

(b) 匯集基金——非上市  350,084 33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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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31日，銀行存款及銀行現金的實際利率介乎 0.80%至 1.53% (2017年：0.50%
至 1.26%)。該等結餘在 2018年 3月 31日及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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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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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94,718,000元 )及 108,923,000元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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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及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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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銀行存款只存於香港的持牌銀行，
並分別獲穆迪或標準普爾評為 P-1或 A-1級。本基金亦獲准投資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條獲認可為集體投資計劃的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惟以管理基金總值的 15%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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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每名發行人投資總值的 10%為限及每個國家投資總值的 20%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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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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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的政策。於 2018年 
3月 31日，該年期為 2.26年 (2017年 3月 31日：1.55年 )。

於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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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03,000元 (2017年：29,659,000元 )。此外，於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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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0,000元 (2017年：5,031,000元 )。累積盈餘的其他組成部分不會因利
率變動而受到影響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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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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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31日，本基
金承擔美元的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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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將使本基金的盈餘及累積盈餘增加╱減少約 50,062,000元 (2017年：該基準指數一
般上升╱下跌 14.3%，將使本基金的盈餘及累積盈餘增加╱減少約 47,24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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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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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3月 31日及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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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第 1級 第 2級 第 3級 總計
$’000 $’000 $’000 $’000

資產
債務證券
——上市  1,271,926 275,057 — 1,546,983
——非上市  11,169 381,127 — 392,296
匯集基金
——非上市 350,084 — — 350,084

1,633,179 656,184 — 2,289,363



2017

第 1級 第 2級 第 3級 總計
$’000 $’000 $’000 $’000

資產
債務證券
——上市  1,229,343 238,804 — 1,468,147
——非上市  61,693 363,408 — 425,101
匯集基金
——非上市  330,386 — —  330,386

 1,621,422 602,212 — 2,22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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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宗申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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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5,000元 (2017年：2,5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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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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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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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   2018年 1月 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引入有關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金融資產減值的計算及對沖
會計法的新規定。根據初步評估，本基金預計，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後，現
時按已攤銷成本及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將繼續沿用其各自的分類及計量
方法。

新減值模式要求按預期信貸虧損 (而不是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僅按已產生的信貸
虧損 )對本基金被歸類為已攤銷成本的金融資產確認減值撥備。根據迄今已進行的評估，
本基金預計採用新準則不會對按已攤銷成本持有的金融資產的虧損準備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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