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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補償基金）管理人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於香港成立）

意見

我們已審計的內容

補償基金列載於第138至153頁的財務報表，包括：

• 於2021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資本及儲備變動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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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補償基金於

2021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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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獨立性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補償基金，並已履行守則

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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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
 

其他信息

管理人須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年報內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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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們

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

有任何報告。

管理人及審核委員會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管理人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擬備真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

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管理人負責評估補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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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管理人有意將補償基金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審核委員會須負責監督補償基金的財務報告過程。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財務報表整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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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我們僅按照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第184條向管理人（作為整體）報告
我們的意見，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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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

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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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獨立核數師報告
 

核數師就審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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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的並非對補償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

見。

• 評價管理人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管理人採用持續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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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可能導致對補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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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情況可能導致補償基金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審核委員會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

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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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收支賬目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附註
2021
港元

2020
港元

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益 19,753,789 34,669,139

淨投資收益╱（虧損） 6 17,436,517 (5,624,760)
 

37,190,306 29,044,379
 

開支

核數師酬金 112,800 110,700

行政服務開支 11 1,193,378 1,245,680

投資開支 96,563 95,467

其他營運開支 12 118,404 989
 

1,521,145 1,452,836
 

年度盈餘 35,669,161 27,591,543
 

補償基金在所呈報的兩個年度內，除「年度盈餘」外，並無其他構成全面收益的款項。由於補償基金兩年的「整

體全面收益」均與「年度盈餘」相同，因此並無呈報獨立的全面收益表。

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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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狀況表
於 2021年 3月 31日

附註
2021
港元

2020
港元

流動資產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 8 485,376,410 467,147,890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應收利息 – 341,895

應收銀行存款利息 2,003,250 6,055,955

銀行存款 1,497,954,149 1,306,679,4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214,019 197,703,350
 

2,013,547,828 1,977,928,547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1,323,752 1,373,632
 

淨資產 2,012,224,076 1,976,554,915
 

資本及儲備

創辦基金 10 600,000,000 600,000,000

收支帳目 1,412,224,076 1,376,554,915
 

2,012,224,076 1,976,554,915
 

載於第138至153頁的財務報表於2021年6月23日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通過及授權發表，並由下列人士
代表簽署：

鄭恩賜
署理行政總監

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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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資本及儲備變動表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創辦基金
港元

收支帳目
港元

總計
港元

於2019年4月1日 600,000,000 1,348,963,372 1,948,963,372

年度盈餘 – 27,591,543 27,591,543

於2020年3月31日 600,000,000 1,376,554,915 1,976,554,915

年度盈餘 – 35,669,161 35,669,161

於2021年3月31日 600,000,000 1,412,224,076 2,012,224,076

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141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周年報告 2020 - 21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現金流量表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2021
港元

2020
港元

營運活動

年度盈餘 35,669,161 27,591,543

調整下列各項：

銀行存款利息收益 (19,753,789) (34,669,139)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利息收益 (503,034) (2,700,944)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股息 (2,159,250) (2,677,470)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淨（收益）╱虧損 (14,774,233) 11,003,174
 

未計周轉資金增減的營運現金流量 (1,521,145) (1,452,836)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的（減少）╱增加 (49,880) 56,170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1,571,025) (1,396,666)
 

投資活動

從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收取的股息 2,159,250 2,677,470

從銀行存款收取的利息 23,806,494 35,190,003

從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收取的利息 844,929 3,769,005

出售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所得的款項 514,000,000 664,000,000

購買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 (517,454,287) (668,319,051)

銀行存款的增加註 (191,274,692) (6,781,565)
 

（用於）╱源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67,918,306) 30,535,86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減少）╱增加 (169,489,331) 29,139,196

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197,703,350 168,564,154
 

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28,214,019 197,703,3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分析

銀行結餘 28,164,019 197,653,350

持作投資用途的銀行結餘 50,000 50,000
 

28,214,019 197,703,350
 

註： 截至2021年3月31日，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的銀行存款額為1,497,954,149港元（2020年：1,306,679,457港元）。

附註為本財務報表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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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1. 目的及補償申索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補償基金）根據於1999年3月12日開始生效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條
例》）第17條成立，目的是補償註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成員及在註冊計劃中擁有實益利益的其他人士因計
劃核准受託人或與該等計劃的管理有關的其他人士的失當行為或違法行為而在累算權益方面蒙受的損失。

要求補償基金作出補償的申請，必須按照《條例》向法庭提出。管理人必須根據法庭的決定支付補償金

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繼續擔當補償基金管理人的角色，並按收回成本原則收回管理補

償基金所產生的開支。積金局辦事處的地址為香港葵涌葵昌路51號九龍貿易中心1座8樓。

本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港元為補償基金的功能貨幣。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i) 補償基金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現時並無於2020年4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生效的準則、詮釋或現有準則的修訂預期會對補償基
金造成重大影響。

(ii) 仍未採納的新準則及詮釋

現時並無其他尚未生效的準則、詮釋或現有準則的修訂預期會對補償基金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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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載於下文。除非另有述明，否則該等政策在所呈報的所有年度均

貫徹採用。

編製基準

除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計量外，本財務報表是在歷史成本基礎上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的。

3.1 收入的確認

徵費包括向註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人徵收的費用。此項收入於涵蓋期內以直線法入帳。

財務資產利息收益乃參考未到期取回的本金及適用的實際利率按時間比例累計；實際利率是把財務

資產在預計年期內的估計未來所收現金，準確貼現至該資產帳面淨值的利率。利息收益包括銀行存

款的利息，以及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利息，而財務資產的利息會確認為淨投資收

益的一 部 分。

投資所得的股息收益在股東收款的權利確立後入帳。

3.2 金融工具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在補償基金成為有關金融工具合約條款內的訂約方時，於財務狀況表中確認。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先以公允價值計量。收購或發行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

產及財務負債除外）的直接交易成本，會在最初確認時按情況增加或減低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的公允

價值。收購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的直接交易成本，會即時在收支帳目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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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3.3 財務資產

(a) 確認及計量

補償基金的財務資產包括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以及按攤銷成本計量的財務資

產。所有正常購買或出售的財務資產按交易日基準確認及取消確認。正常購買或出售是指需在

依市場規則或慣例設定的時間框架內交收已購買或出售的資產。

於最初確認時，補償基金按公允價值另加（就並非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而言）購

買該財務資產的直接交易成本計量財務資產。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交易成本

於收支賬目內支銷。

財務資產的攤銷成本及在有關期間內分配的利息收益按實際利率法計算。實際利率是把財務資

產在預計年期內（或適用的較短期間）的估計未來所收現金，準確貼現至該財務資產最初確認時

的帳面淨值的利率。利息是根據實際利率計算確認的。

(b) 分類

補償基金根據其管理資產的業務模式，以及（如有需要）其後對個別財務資產的現金流特性的分

析，把其財務資產分為以下類別。

業務模式反映補償基金如何管理 某些資產組別，以產生未來現金流。倘業務模式為持有資產以

收取約定現金流，補償基金其後會評估財務資產的現金流是否僅為本金及利息的支付。補償基

金會考慮現金流是否基本借貸安排。如合約條款引入與基本借貸安排並非一致的風險承擔或波

幅，則有關的財務資產會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分類及計量。

i. 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

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有兩類，包括強制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財務資產，以及

於最初確認時指定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不符合條件按攤銷成本列帳的財

務資產，或透過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允價值歸類的財務資產，均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計量。

補償基金持有以往分類為指定透過損益以公允價值列帳的投資。補償基金所有透過損益以

公允價值計量的財務資產，均強制以公允價值計量，並無任何資產指定透過損益以公允價

值列帳。所有損益將列入收支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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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3.3 財務資產（續）

(b) 分類（續）

ii. 按攤銷成本列帳的財務資產

按攤銷成本列帳的財務資產，是為收取約定現金流而持有的資產，如該等現金流僅為本金

及利息的支付，則會按攤銷成本計量。按攤銷成本列帳的財務資產主要由應收徵費、應收

銀行存款利息、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應收利息、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組

成，而從該等財務資產獲取的利息收益是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至於取消確認所產生的任

何盈虧，以及減值虧損，均在收支帳目中確認。

3.4 財務資產的減值

補償基金按前瞻基準評估其按攤銷成本計量的財務資產所涉及的預期信貸虧損。所採用的減值方法

取決於信貸風險有否顯著增加。附註5.3 列出財務資產的減值資料，以及補償基金須承擔的信貸風
險。

3.5 財務負債

財務負債按所訂立契約安排的實質內容以及財務負債的定義歸類。補償基金的財務負債一般歸類為

其他財務負債，並按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的攤銷成本計量的。

財務負債的攤銷成本及在有關期間內分配利息開支按實際利率法計算。實際利率是把財務負債在預

計年期（或適用的較短時間）內的預計未來現金付款，準確貼現至該財務負債最初確認時的帳面淨值

的利率。

3.6 取消確認

當從財務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權利已到期，或當該財務資產已被轉讓而補償基金已轉讓該財務資產

擁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時，則該財務資產會被取消確認。當財務資產被取消確認時，該資產

的帳面值與已收及應收的成交價總值的差額會直接在收支帳目中確認。

當財務負債的相關合約訂明的責任被解除、取消或到期時，該財務負債會被取消確認，而該財務負

債的帳面值與已付及應付成交價的差額，會直接在收支帳目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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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在現金流量表中，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手頭現金、在途現金、銀行存款，以及原到期日為三個月

或以下的其他短期高流動性投資。

3.8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指於日常事務過程中向供應商購買貨品或服務的付款責任。倘款項於一年內到

期，應付款項會歸類為流動負債，否則會以非流動負債呈列。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先以公允價值確

認，其後按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的攤銷成本計量。

4. 資本管理

補償基金管理資本的目標是：

(a) 保障補償基金有能力持續營運，使之繼續履行法定職能；以及

(b) 維持補償基金的穩定和增長，就其法定職能提供利益。

補償基金管理人積極及定期檢討和管理資本和儲備，確保獲得理想回報，在過程中已顧及未來資源的需

求。一如以往，管理人透過定期檢討徵費水平和投資策略管理補償基金的資本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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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5. 金融工具

5.1 金融工具類別

2021
港元

2020
港元

財務資產

以公允價值列帳 485,376,410 467,147,890

按攤銷成本列帳（包括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及應收款項） 1,528,171,418 1,510,780,657

 

財務負債

其他財務負債 1,323,752 1,373,632
 

5.2 財務風險管理目標與政策

補償基金的主要金融工具包括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應收利

息、應收銀行存款利息、股票及債務證券投資，其投資分配策略乃採用統計學的方法制定。補償基

金訂有一套經積金局董事會核准的投資指引，就貨幣風險、利率風險、信貸風險及一般活動設定限

額和限制。積金局會定期檢討補償基金的投資指引。作為積金局常務委員會之一的財務委員會負責

監察補償基金的投資。

補償基金持有相當高比率的現金投資，即港元存款。債務證券投資的到期日較短，因此承受的價格

風險較低。股票投資佔投資總額（包括銀行存款）稍多於4%（2020年：不足4%）。股票以被動投資方
式管理，並透過重配比重把策略性資產分配維持在容限範圍內。積金局會定期向財務委員會及董事

會匯報補償基金的投資表現。

5.3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金融工具的一 方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一 方蒙受財政損失的風險。

補償基金會考慮違責或然率、違責風險承擔及違責損失率，從而評估信貸風險及預期信貸虧損。在

評估預期信貸虧損時，補償基金會同時考慮歷史數據及前瞻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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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5. 金融工具（續）

5.3 信貸風險（續）

就信貸風險集中的情況而言，補償基金承擔的風險主要源自其債務證券投資。此外，補償基金就銀

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應收利息所進行的交易承擔交易對手信

貸風險。

准許債務證券投資項目須符合投資指引內列明的信貸評級規定。有關投資組合由內部管理。

為管理信貸風險，投資組合只可投資於具投資級別的債務證券。截至報告日，按市值加權計算（包括

應收利息）的信貸風險概況如下：

信貸評級
2021
港元

佔淨資產
百分比(%)

2020
港元

佔淨資產
百分比(%)

AA 1 402,864,270 20 398,825,635 20

1 AA指評級介乎標準普爾的AA-與AA+及穆迪的Aa3與Aa1之間

所有證券交易均在交收時通過核准交易對手進行結算╱支付。由於出售的證券只會在交易對手收到

付款後才會進行交收，因此違責風險極低。購買證券時，亦只會在交易對手收到證券後才會付款。

若任何一 方未能履行其責任，交易將會告吹。

補償基金並無因單一交易對手或具備相若特性的一組交易對手而產生的重大信貸風險。補償基金的

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應收利息的信貸風險有限，因為交易

對手均為銀行或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甚高信貸評級（投資級別或以上）的金融機構，並不時由

財務委員會核准。此外，投資指引亦就單一銀行或債務證券發行人對補償基金構成的整體風險設定

限額及限制，以減低投資於單一交易對手的集中風險。此外，交易對手有較佳能力在短期內履行責

任，因此交易對手的違責或然率被視為接近零。因此，預期信貸虧損風險是極低的。財務狀況表所

顯示財務資產的帳面值為截至年底的最高信貸風險。截至2021年3月31日及截至2020年3月31日，
並無財務資產須予減值，亦無財務資產已過期但尚未減值。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周年報告 2020 - 21 149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5. 金融工具（續）

5.4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由於利率變動，令財務資產的公允價值及╱或未來現金流量波動的風險。

有息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利率風險限於利率變動對利息收益的影響。補償基金採用

10基點（2020年：10基點）增減的敏感度測試，藉以量度該等影響。若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的年利率全年平均增加或減少10基點（2020 年：10基點），而所有其他變數保持不變，收益將會
增加或減少150萬港元（2020年：150萬港元）。

投資組合因持有債務證券而須承擔利率風險。此項風險可藉着減持債務證券比重及縮短債務證

券投資組合的加權周期來減低。補償基金主要投資於短期港元債務證券，最長以兩年期為限

（2020年：最長以兩年期為限）。

截至報告日，債務證券投資組合的加權周期如下：

2021 2020

投資組合加權周期 0.47年 0.40年
 

補償基金透過基點價值計算利率風險。基點價值是一項敏感度測試，藉以計算補償基金在利率基點

升跌時可能出現的損益變化。

補償基金採用10基點（2020年：10基點）增減的敏感度測試。截至報告日，若利率有10基點變動
（2020年：10基點），而所有其他變數保持不變，將會對補償基金的收入產生下列影響：

補償基金收入
增加╱（減少）

2021
港元

2020
港元

若利率下跌10基點 188,720 158,111

若利率上升10基點 (188,720) (15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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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5. 金融工具（續）

5.5 價格風險

價格風險指由於市場出現變動，令證券或證券組合的價值產生波動的風險。價格風險分為系統性風

險（亦稱市場回報風險）與非系統性風險。根據補償基金投資指引所載，大部分非系統性風險可透過

分散投資消除。

截至2021年3月31日，若香港股票市場上升或下跌10%（2020年：10%），並假設所有其他變數保持
不變，以及所有股票工具跟隨過往與香港股票市場的關係變動，補償基金本年度的收入將會增加或

減少830萬港元（2020年：670萬港元）。

5.6 貨幣風險

投資指引只准許補償基金投資於港元資產，因此補償基金不用承擔貨幣風險。

5.7 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指補償基金在應付現金需求時可能遇到的集資困難。流動性風險可由於需要急於以公允

價值出售財務資產；交易對手未能履行合約責任；或未能按預期提供現金周轉等因素產生。

截至2021年3月31日，補償基金持有1,528,171,418港元（2020年：1,510,438,762港元）的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及存款（包括應收銀行存款利息），並將逐一到期。此外，補償基金亦持有有價證券

485,376,410港元（2020年：467,147,890港元）；在必要時，該等有價證券可即時變現作為另一現金
來源。因此，補償基金的流動性風險甚低。

截至2021年3月31日，補償基金的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總額為1,323,752港元（2020年：1,373,632港元）， 
將於三個月內到期，當中主要包括應付予積金局的款項。

5.8 公允價值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公允價值釐定如下︰

具標準條款及條件的上市投資項目及非上市投資項目的公允價值，是參考活躍市場所報的買入價釐

定的。

其他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公允價值，按攤銷成本列帳。攤銷成本約等於相應帳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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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5. 金融工具（續）

5.9 在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的公允價值計量

財務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計量是採用公允價值等級制度分類，而該等級制度反映用以作出該等計

量的輸入資料的重要性。

最初確認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根據其公允價值的可觀察程度按以下三 個級別進行分析。

(a) 第一級別公允價值計量是活躍市場上相同資產或負債的標價（不作任何調整）得出的公允價值計
量；

(b) 第二級別公允價值計量是指由除了第一級別所含標價之外的，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源於
價格）觀察與資產或負債相關的輸入資料所得出的公允價值計量；以及

(c) 第三級別公允價值計量是指由包含非依據市場資料的資產或負債（不可觀察輸入資料）的估價技
術得出的公允價值計量。

第一級別
2021
港元

2020
港元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財務資產：

－股票 82,512,140 68,664,150

－債務證券 402,864,270 398,483,740
 

485,376,410 467,147,890
 

在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及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沒有財務資產列為第二及第三級
別，也沒有財務資產在不同級別中轉移。

6. 淨投資收益╱（虧損）

2021
港元

2020
港元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利息收益 503,034 2,700,944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股息 2,159,250 2,677,470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已實現淨收益 3,383,297 3,934,470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的未實現淨收益╱（虧損）變動 11,390,936 (14,937,644)
 

17,436,517 (5,62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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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7. 稅項

補償基金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付香港利得稅，財務報表因此沒有就香港利得稅作撥備。

8. 以公允價值列帳的財務資產

2021
港元

2020
港元

股票

上市 82,512,140 68,664,150
 

債務證券

上市 – 95,314,550

非上市 402,864,270 303,169,190
 

402,864,270 398,483,740
 

總計

上市 82,512,140 163,978,700

非上市 402,864,270 303,169,190
 

485,376,410 467,147,890
 

9. 豁免徵費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第485A章）第191A及B條訂定有關豁免及撤銷豁免核准受託人支付補償
基金徵費的規定。該項條文於2012年7月制定。概括而言：

(a) 在財政年度終結時，如補償基金的淨資產值少於10億港元，便會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徵收徵費，徵
費率為強積金計劃淨資產值的0.03%；及

(b) 在財政年度終結時，如補償基金的淨資產值超逾14億港元，便會豁免徵收徵費。

自2012年以來，補償基金在每個財政年度終結時經審計的淨資產值均超逾14億港元，積金局基於補償基
金淨資產值超逾上述款額，於2012年7月27日透過在憲報刊登公告，豁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核准受託
人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在2012年9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期，支付補償基金徵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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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補償基金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

10. 創辦基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於1999年3月12日撥出6億港元作為補償基金的創辦基金。

11. 行政服務開支

行政服務開支指積金局為管理補償基金而提供行政服務所產生的開支。積金局的非經常補助金亦由香港

特區政府撥出。

12. 其他營運開支

其他營運開支包括專業服務開支117,000港元（2020年：零港元）及其他開支1,404港元（2020年：989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