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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師報告  

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意見  

 

茲證明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4至 2 1頁自資專上教育基金的財務報表，

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 01 7年 8月 31日的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

年度的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

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於 2 01 7年 8月

3 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並

已按照《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 (第 10 98章 )第 8 (3 )條妥為

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 8 (5 )條及審計署的審

計準則進行審計。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任，詳載於本

報告「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部分。根據該

等準則，我獨立於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並已按該等準則履行其

他道德責任。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

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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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 8 (3 )條

擬 備 真 實 而 中 肯 的 財 務 報 表 ， 以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須負責評估自資專

上教育基金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

營有關的事項，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

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的審計師報

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

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

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財

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

秉持專業懷疑態度。我亦會：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

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及取

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

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內部

控制的情況，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

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

而，此舉並非旨在對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內部控制的有效性

發表意見；  

 

—  評價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

以及其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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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

法是否恰當，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與事

件或情況有關，而且可能對自資專上教育基金持續經營的

能力構成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如果我認為存在重大

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

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關資料不足，我便

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

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件或情

況可能導致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不能繼續持續經營；以及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

料，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  

(審計署助理署長何作柱代行 )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7號  

2 0 18年 2月 1 4日   入境事務大樓 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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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註釋 2017 2016 

     

收入     

 利息收入  3 36,678 38,065 

 股息收入  4 59,328 54,426 

 淨實現及重估收益 /(虧損 )    

 –  證券    346,494 105,280  
–  交易用途的金融工具   (273) (40)  
–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2,115) (19,448) 

   344,106 85,792 

 其他收入   11 52            

   440,123 178,335            

     

支出     

 撥款  5 (130,331) (101,255) 

 營運支出  6 (9,709) (8,636)            

   (140,040) (109,891)            

     

年度盈餘   300,083 68,444 

     

其他全面收益   — —            

年度總全面收益    300,083 68,444           

     

 

隨附註釋  1 至  16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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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財務狀況表  

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註釋  2017   2016  

       

資產            

銀行現金    14,604     17,664   

原到期日不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  
 

          

     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 57,758     36,034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             

     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7 533,420     615,038   

證券   8 2,633,808     2,306,972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9 598   1,802  

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  10 32,342     30,479   

外匯基金存款  11 616,456   580,900  

   3,888,986   3,588,889  

負債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9 (3,973)    (785)   

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  12 (7,288)    (10,462)   

  (11,261)   (11,247)  

       淨資產   3,877,725    3,577,642   

        
        
上述項目代表：        

         

基金結餘        

累計盈餘   3,877,725    3,577,642   

 

隨附註釋  1 至  16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受託人 

   

   

  (楊何蓓茵)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2018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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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2017 2016 

     

累計盈餘     

    

年初結餘   3,577,642 3,509,198 

    年度總全面收益   300,083 68,444            

年終結餘   3,877,725 3,577,642           

    

 

 

 

隨附註釋  1 至  16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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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現金流量表  

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  

(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2017 2016 

   

來自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年度盈餘   300,083 68,444 

 調整項目：    

 利息收入  (36,678) (38,065) 

 股息收入  (59,328) (54,426)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及其他    

  金融機構的存款的減少  81,618 324,580 

 證券投資的增加   (326,836) (401,290) 

 外匯基金存款的增加  (35,556) (580,900)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的變動  4,392 (853) 

 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的減少 /(增加 ) 3,734 (2,900) 

 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的 (減少 )/增加  (3,174) 592 

 撇除重估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匯兌差額  (365) (24) 

 已收利息  33,121 42,054 

 已收股息  57,288 53,030          

來自 /(用於 )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18,299 (589,758) 

   

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3,698 643,432 

   

匯率變動的影響  365 24           

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2,362 53,69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分析  

   

原到期日不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及  

 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57,758 

 

36,034 

銀行現金  14,604 17,664           

 72,362 53,698          

     

隨附註釋  1 至  16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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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財務報表註釋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位列示。 ) 

 

 

1. 總論  

 

自資專上教育基金 (基金 )是根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 (受託人 )於

2011 年 8 月 26 日所作出的信託聲明書設立。基金資助值得支持的措施

和計劃，以提升香港自資專上教育質素。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符合準則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 (第 1098 章 )第

8(3)條、香港公認的會計原則及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

詞是統稱，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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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基金採納的主要會計

政策摘要如下。  

 

(b)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除以下會計政策所述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及交易用途的

金融工具以公平值列帳外，本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是以原值成本

法計量。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理層作出判斷、估計

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實施，以及資

產、負債和收支的呈報款額。該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是根據以往

經驗及其他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適的因素而制訂，並在沒有其他現

成數據可供參考時作為判斷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估計結果

或會與實際價值有所不同。  

 

該等估計及所依據的假設會持續予以檢討。如對會計估計的修訂只

影響當年的會計期，有關修訂會在當年的會計期內確認，但如當年

及未來的會計期同受影響，則有關修訂會在當年及未來的會計期內

確認。  

 

基金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關鍵的會計判斷。無論現時

對未來作出的假設，或在報告期結束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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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皆不足以構成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在來年大

幅修訂。  

 

(c)  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i) 初始確認  

 

基金的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按最初取得資產或引致負債時的

用途作出不同分類。分類包括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指定以公

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帳款及其他金融負債。  

 

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最初按公平值計量，而就貸款及應收帳款

和其他金融負債而言，則加上因收購金融資產或產生金融負債

而直接引致的交易成本。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及指定以公平值

列帳的金融資產的交易成本會立即支銷。  

 

基金在成為有關金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確認有關金融資

產及金融負債。至於購買及出售市場上有既定交收期的金融資

產，則於交易日入帳。  

 

(ii) 分類及其後計量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這些包括基金用以管理與匯率變動相關連之風險的外匯遠期合

約。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金融工具：確認及計量」，此

類未符合採用對沖會計法的衍生金融工具被歸入「交易用途」

的分類。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按公平值列帳；當公平值為正數時呈報為

資產，而公平值為負數時則呈報為負債。公平值的變動於產生

的期間內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由股票及債務證券組成。這些投

資是根據風險管理及投資策略文件管理及以公平值評估。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以公平值列帳，公平值的變動於

產生的期間內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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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及應收帳款  

 

貸款及應收帳款為有固定或可以確定支付金額，但在活躍市場

並沒有報價，而基金無意持有作交易用途的非衍生金融資產，

但基金在初始確認時指定以公平值列帳者除外。這個分類包括

銀行現金、在銀行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外匯基金存款、應

收帳款及其他資產。  

 

貸款及應收帳款採用實際利率法按攤銷成本值扣除任何減值虧

損列帳 (註釋 2(c)(vi))。  

 

實際利率法是計算金融資產或金融負債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

分在有關期間的利息收入或利息支出的方法。實際利率是指可

將金融工具在預計有效期間 (或適用的較短期間 )內的預計現金

收支，折現成該金融資產或金融負債的帳面淨值所適用的貼現

率。基金在計算實際利率時，會考慮金融工具的所有合約條款

以估計現金流量，但不會計及日後的信貸虧損。有關計算包括

與實際利率相關的所有收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交易

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折讓。  

 

其他金融負債  

 

這些是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以外的金融負債。其他金融負債包

括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以實際利率法按攤銷成本值列帳。  

 

(iii) 公平值計量原則  

 

基金於每個報告期結束日按公平值計量其證券投資及交易用途

的金融工具。公平值指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有秩序地交易時，

就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所收取或支付的價格。計量公平值時，

會假定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的交易在下述其中一種情況下進

行：(a)在有關資產或負債的主要市場進行，或 (b)如沒有主要市

場，則在對有關資產或負債最為有利的市場進行；而基金於計

量日能參與此等市場。  

 

計量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所用的假設是市場參與者為該等資產

或負債定價時所用的假設，並假設市場參與者會以最符合其經

濟利益的方式行事。  

 

基金在計量公平值時，會按情況採用適合和具充分數據的估值

方法，盡可能運用相關可觀察到的參數，並盡量少用不可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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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參數。基金按以下公平值等級劃分計量所得的公平值，有

關等級反映計量時所用重要參數的類別：  

 

第 1級  —  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為相同的資產或負債在交投活

躍的市場上的報價 (未經調整 )；  

 

第 2級  —  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按與該資產或負債有關而可觀

察到的參數釐定，當中包括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 (即

價格 )及不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 (即引申自價格 )，但不

包括第 1級所運用的報價；及  

 

第 3級  —  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的參數並非基於可觀察到的市

場數據 (不可觀察到的參數 )。  

 

就經常於財務報表中確認的資產及負債，基金於報告期結束日

透過重新評估分類 (根據對整體公平值計量而言屬最重要及相

關的參數等級作出 )，決定財務報表中各等級之公平值應否作出

轉撥。  

 

(iv) 註銷確認  

 

當從金融資產收取現金流量的合約權屆滿時，或當該金融資產

及其絕大部分風險和回報的擁有權已轉讓時，該金融資產會被

註銷確認。  

 

基金在註銷確認時採用加權平均法釐定須於基金內確認的已實

現損益。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取消或到期時，該金融負債會被註

銷確認。  

 

(v) 對銷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若存在依法有效的對銷權利，而基金亦有

意以淨額結算或準備同時變現資產及償付債務，則有關金融資

產及金融負債會作對銷，以淨金額列入財務狀況表內。  

 

(vi) 金融資產的減值  

 

貸款及應收帳款的帳面值會在每個報告期結束日作出評估，以

確定是否有客觀的減值證據。若減值證據存在，減值虧損為該

資產的帳面值與按其原本實際利率以折現方式計算其預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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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的現值之間的差額，並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如其後

減值虧損降低，並可客觀地證實與在確認減值虧損後出現的事

件相關，則該減值虧損會在盈餘或虧損內回撥。減值虧損回撥

不能超過該資產在以往年度並未確認減值虧損前的帳面值。  

 

(d) 收入確認  

 

(i)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以應計基礎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ii) 股息收入  

 

來自股票的股息收入於股價除息時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iii) 淨實現及重估收益 /虧損  

 

金融工具的實現損益在有關金融工具被註銷確認時在盈餘或虧

損內確認。交易用途的金融工具及按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

資產的公平值變動，在產生的期間列為重估損益在盈餘或虧損

內確認。  

 

(e) 撥款的確認  

 

撥款一經受託人批核即確認為支出，但如撥款的發放須受若干條

件限制，則須在該等條件獲符合時才把該等撥款確認為支出。  

 

(f) 外幣換算  

 

年度內的外幣交易按交易日的現貨匯率換算為港元。以外幣為單

位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按報告期結束日的收市匯率換算為港元。所

有滙兌差額在盈餘或虧損內確認。  

 

(g)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就現金流量表而言，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包括銀行現金及原到期

日不超過三個月的在銀行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  

 

(h) 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若干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會計期生效或供提前採納。本財務報表於呈報年度所採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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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並沒有因該等發展而出現任何改變。基金並沒有採納

任何在本會計期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註釋 16)。  

 

 

3. 利息收入  

   2017  2016       

 這指來自以下的利息收入：      

  

 

    

 — 外匯基金存款   17,766  9,166 

      

 —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債務證券：      

 —  以港元為單位   874  912 

 —  以其他貨幣為單位   7,069  5,507 

   7,943  6,419 

 — 存款：      

 —  以港元為單位   1,211  2,133 

 —  以其他貨幣為單位   9,758  20,347 

   10,969  22,480                     

   36,678  38,065             

 

 

4. 股息收入  

   2017  2016 

 這指來自以下的股息收入：            

 —  香港上市股票   28,469  26,657 

 —  香港以外上市股票   30,859  27,769               

   59,328  54,426             

 

 

5. 撥款  

   2017  2016       

 撥予院校的撥款   130,358  101,504 

 退回未使用撥款   (27)  (249)               

   130,331  10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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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營運支出  

   2017  2016       

 投資經理費用   6,669  5,644 

 員工薪酬   1,307  1,084 

 保管人費用   915  910 

 投資交易成本   781  973 

 其他   37  25               

   9,709  8,636             

 

 

7.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2017  2016       

 定期存款：      

 — 以港元為單位   128,250  114,776 

 — 以其他貨幣為單位   428,325  500,262 

      

 以港元以外貨幣為單位的      

 通知存款及存於保管人的結餘   34,603  36,034               

   591,178  651,072 

 減：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及其   

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485,288) 

(533,420) 

 (485,288) 

(615,038) 
              

 原到期日不超過三個月的在銀行及其他

金融機構的存款  

  

57,758 
 

 

36,034 
            

 

 

8. 證券  

   2017  2016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      

 股票：      

 — 於香港上市   942,710  805,298 

 — 於香港以外上市   1,214,953  1,041,011 

      

 債務證券：      

 — 以港元為單位   40,211  57,701 

 — 以其他貨幣為單位   435,934  402,962                     
      

   2,633,808  2,30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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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2017  2016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以公平值列帳的外匯

遠期合約  

 

598  
 

3,973  

 

1,802  

 

785 

 

於 2017 年 8 月 31 日，以上所有的外匯遠期合約將在一年內到期及總

名義數額為 3.269 億港元 (2016 年：3.077 億港元 )。這些合約的名義數

額反映尚未完成交易的數量，而非代表所須承擔風險的金額。  

 

 

10. 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  

   2017  2016       

 售出投資應收款項   3,128  6,242 

 外匯基金存款的應計利息   11,376  9,166 

 其他應收利息及股息   15,538  12,151 

 其他應收帳款   2,300  2,920               

  

 

 32,342  30,479             

 

 

11. 外匯基金存款  

  

外匯基金存款結餘為 6.165 億港元 (2016 年：5.809 億港元 )，其中 6.009

億港元（ 2016： 5.809 億港元 )為本金， 1,560 萬港元（ 2016：無 )則為

報告期結束日已入帳但尚未提取的利息。該存款為期六年（由存款日

起計 )，期內不能提取本金。  

 

外匯基金存款利息按每年 1 月釐定的固定息率計算。該息率是外匯基

金投資組合過去六年的平均年度投資回報，或三年期政府債券在上一

個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兩者取其較高者，下限為 0%。 2017 曆年的

固定息率為每年 2.8%，而 2016 曆年為每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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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  

   2017  2016       

 未交收的買入證券交易   4,909  8,377 

 應付政府款項   125  182 

 其他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2,254  1,903               

 

 

  7,288  10,462             

 

13. 承擔  

 

在 2017 年 8 月 31 日，已批核但尚未須支付的撥款 (註釋 2(e)) 約為

6,010 萬港元 (2016 年： 9,180 萬港元 )。  

 

 

14. 財務風險管理  

 

(a) 投資管理及監控  

  

根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法團條例》第 5 條，受託人可把基金款

項作投資用途。她已委任庫務署署長管理基金的投資事務。  

 

根據信託聲明書而設立的督導委員會，可就與基金運作及發展有

關的政策和程序向教育局局長提供意見。根據信託聲明書而設立

的投資委員會就制定基金的投資政策和監察基金的投資事宜向受

託人提供意見。督導委員會和投資委員會的成員均由教育局局長

委任。  

 

基金的投資目標是賺取穩定的投資回報，從而資助值得支持的措

施和計劃，以提升香港自資專上教育質素。  

 

投資委員會定期開會並審閱由庫務署署長擬備的投資報告及會晤

基金的外聘投資經理，以監察基金的投資表現。投資委員會亦會

制訂資產配置的指引以達到投資目標。  

 

基金的投資管理及監控在風險管理及投資策略文件中列出，並由

投資委員會定期檢討。  

 

(b)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指市場變數 (例如股票價格、利率及貨幣匯率 )的變動，

可能影響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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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股價風險  

 

股價風險指因股票價格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基金的股票投

資涉及股價風險，亦即是股票的價值可以下跌或上升。在  

2017 年 8 月 31 日，如註釋 8 所示，股票被列為證券。應對所

涉及的風險主要是依據制定的風險管理及投資策略，透過分散

投資組合來進行。基金會持續地監控股價風險。  

 

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在其他因素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假設股

票 的市 場 買 入 價 上 升 / 下 跌 10% ， 年 度盈 餘 會 增 加 / 減少

2.158 億港元 (2016 年： 1.846 億港元 )。  

 

(ii)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利率風險可進

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公平值利率風險指金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利率變動而波

動的風險。由於基金有相當部分的定息債務證券及全部在銀行

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皆是定息的，當市場利率上升，它們的

公平值便會下跌。債務證券投資是依據制定的風險管理及投資

策略而進行，基金會持續地監控公平值利率風險。  

 

於 2017 年 8 月 31 日，在其他因素維持不變的情況下，假設利

率上升 /下跌 100 基點，年度盈餘會減少 /增加 3,030 萬港元  

(2016 年： 3,240 萬港元 )。由於在銀行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

按攤銷成本值列示，其帳面值不會受市場利率變動所影響。  

 

現金流量利率風險指金融工具的未來現金流量會因市場利率

變動而波動的風險。基金沒有重大的現金流量利率風險，因為

只有小部分的債務證券，其利息是參照市場息率而釐定。  

 

(iii) 貨幣風險  

 

貨幣風險是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日後現金流量會因貨幣匯

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基金的外幣投資會面對貨幣風險。基金

只有以港元、美元、人民幣及其長債擁有高信貸評級的國家的

外幣爲單位的投資。基金依據制定的風險管理及投資策略處理

貨幣風險，並會持續地監控有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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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載已確認資產及負債於報告期結束日的每種貨幣的淨

貨幣風險情況 (已考慮外匯遠期合約的影響 )：  

 

   2017  2016       

 港元   2,020,859  1,809,529 

 美元   1,204,432  994,951 

 人民幣   —  261,028 

 日圓   161,222  120,269 

 歐羅   257,386  159,792 

 英鎊   66,943  111,347 

 其他   166,883  120,726              

   3,877,725  3,577,642             

 

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在其他因素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假設： 

 

 美元兌港元如上升 /下跌 0.5%，年度盈餘會增加 /減少  

600 萬港元 (2016 年： 500 萬港元 )；及  

 

 其他貨幣兌港元如上升 /下跌 5%，年度盈餘會增加 /減少

3,260 萬港元 (2016 年： 3,870 萬港元 )。  

 

(c)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發行機構或交易對方未能在到期時支付全數的風險。

投資於債務證券、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和貸款及應收帳款均潛在

信貸風險。基金揀選的發行機構或交易對方均需具良好信貸評

級、穩健財政實力和龐大股本規模。基金亦依據制定的風險管理

及投資策略，為個別發行機構或交易對方設立交易上限並持續地

監控有關風險。  

 

下文列載銀行現金、在銀行及其他金融機構的存款，及債務證券

在報告期結束日的信貸質素，以穆迪或其他相等的評級分析：  

 

   2017  2016       

 按信貸評級列示銀行現金及在銀行      

 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Aa3 至 Aa1  120,266  53,698 

 A3 至 A1  485,516  615,038               

   605,782  668,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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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016       

 按信貸評級列示債務證券：      

 Aaa  179,759  180,018 

 Aa3 至 Aa1  75,561  97,068 

 A3 至 A1  163,768  148,943 

 Baa3 至 Baa1  57,057  34,634               

   476,145  460,663             

 

外匯基金存款的信貸風險屬於低。 

 

基金的金融資產所面對的最高信貸風險，相等於報告期結束日該

些資產的帳面值。 

 

(d)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基金或難以履行與金融負債相關的責任的風險。

基金持續地監察流動資金的需要，並維持一定水平的短期存款及

現金以應付撥款及營運支出。故此基金並沒有面對顯著的流動資

金風險。  

 

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根據合約未貼現的現金流量及基金可能被

要求付款的最早日期計算，所有金融負債的剩餘合約期限為三個

月或以下 (2016 年：三個月或以下 )。  

 

(e) 其他金融風險  

 

基金因每年 1 月釐定的外匯基金存款息率 (註釋 11)有所變動而須

面對金融風險。於 2017 年 8 月 31 日，假設息率增加 /減少 50 個基

點而其他因素不變，估計年度盈餘將增加 /減少 300 萬港元  

(2016 年： 140 萬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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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列入第 1 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根據此等金融工具於報告期結束日

的市價而釐定，此公平值並無扣除將來出售該等工具時涉及的預計成

本。  

 

由於列入第 2 級的金融工具沒有此等報價，故以現值或其他可盡量運

用可觀察到的數據的估值方法，以報告期結束日的市況參數評估其公

平值。  

 

(a) 經常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依照公平值等級架構，在報告期結束日按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的帳面值載列如下：  

 

2017  第 1 級  第 2 級  總計 

資產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金融資產   2,423,496  210,312  2,633,808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  598  598 

  2,420,199  214,207  2,634,406   2,423,496  210,910  2,634,406 

負債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  3,973  3,973 

       

2016  第 1 級  第 2 級  總計 

資產        

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金融資產   2,090,586  216,386  2,306,972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  1,802  1,802 

         2,090,586  218,188  2,308,774 

負債        

交易用途的金融工具   —  785  785 

       

 

沒有金融資產或負債被列為第 3 級金融工具。年內在第 1 級與  

第 2 級金融工具之間並無轉撥。  

 

(b) 非經常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工具  

 

其餘所有金融工具均以與其公平值相等或相差不大的金額在財務

狀況表內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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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已頒布但於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訂準則

及詮釋的可能影響  

 

直至本財務報表發出之日，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亦沒有提前在本財務報表中採納的修訂、

新訂準則及詮釋。  

 

基金正就該等修訂、新訂準則及詮釋在首次採納期間預計會產生的影

響進行評估。直到目前為止，基金得出的結論為採納該等修訂、新訂

準則及詮釋不大可能會對基金的運作成果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以下發展可能會引致日後的財務報表須作出新的或經修訂的資料披

露 :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2018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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