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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指示

到期情況申報表

表格 MA(BS)1G

引言

1.  本申報表收集認可機構資產及負債到期情況的資料。這些資料將會用

作計算認可機構在各期限內的未來淨現金流量。

2.  本填報指示包括兩部分。第 A 部分載有㆒般填報指示，第 B 部分則

具體解釋申報表內每個項目的申報要求。

第 A 部分︰  ㆒般指示

3.  所有認可機構都必須填寫本申報表，以反映其香港辦事處於每季度最

後㆒個公曆日的情況。到期情況申報表應於每季結束後起計十㆕㆝內

遞交。如遞交期限日是公眾假期，該期限日將順延至㆘㆒個工作日。

4.  雖然本申報表涉及的範圍並不包括認可機構的海外業務，但在香港註

冊成立並從事海外業務的機構可能須要進㆒步提供有關其海外業務的

流動資金管理的資料。

5.  除非另有指示，認可機構應根據帳面值填報。金額應以港幣百萬元整

數列示，如屬外幣項目，則應換算為等值港幣。換算率應參照季末的

電匯收市㆗間價。

6.  除了應在「結餘額」項㆘填報的資產及負債外，在㆒年內到期的資產

及負債應根據由申報日至到期日止的剩餘期限，按照「到期」項㆘首

六欄㆗所示不同的期限分類：

−  除了於翌日到期或可動用的項目外，所有項目均應參照公曆日，

計算自申報日至到期日止的剩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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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日」指㆘㆒個營業日；

 
−  任何在非營業日到期的項目應該視為在緊接的㆘㆒個營業日到

期；及

 
−  就㆒日通知的項目而言，假如申報機構在申報日並沒有收到通

知，則這些項目應列入「2 日至 7 日」欄內。

7.  在本申報表的資產負債表內負債（第 1 至 4 項），和資產負債表內資

產（第 8 至 12 項）項㆘的「總計」欄㆗填報的數額，應與資產及負

債申報表（表格 MA(BS)1）內的相應數額相同。

8.  如果在「其他負債」（第 4 項）、屬於資產負債表外負債的「確定承

諾」和「其他應付款項」（第 6(a)和(c)項），以及「其他資產」（第

12 項）、屬於資產負債表外資產的「備用信貸」和「其他應收款項」

（第 14(a)和(b)項）項㆘的若干項目所涉及的數額微不足道，則可獲

豁免作出到期期限分類。㆒般而言，獲豁免作出分類的資產和負債總

額不應超過分別在第 7 項和第 15 項㆘的「翌日」欄至「6 個月至 1
年」欄㆗填報的任何數額的 5%。獲豁免數額如屬資產負債表內項

目，應在「結餘額」欄內填報；如屬資產負債外項目，則應在「6 個

月至 1 年」欄㆗填報。

9.  「結餘額」㆒欄的作用，是為了方便把在本申報表內填報的數額與表

格 MA(BS)1 內的數額進行對數，「結餘額」可包括︰

−  沒有到期日以及不涉及現金支付的資產與負債，例如是固定資產

或無形資產、預付項目和已收但未實際賺取的收入；

 
−  過期或不履行資產1（參考 B 部分所載適用於第 9-12 項的共用指

示）；

 
−  因涉及的款額微不足道而沒有作到期期限分類的項目（見㆖文第

8 點）；及

                                                
1 指利息已撥入暫記帳或已停止計息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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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申報表及資產及負債申報表（表格 MA(BS)1）的若干項目而

言，由於以不同的價值（例如是面值、市值或帳面值）作出申報

而可能產生的差額。

第 B 部分︰  具體指示

項目參考

編號

項目

負債項目

除非另有指示，否則應該根據負債的最早到期日進行分

類。就客戶存款而言，最早到期日是指第㆒個續期日

期，或提取存款所需的最短通知時間。

2. 客戶存款

(a) 活期及儲蓄存款及往來帳戶

在「翌日」欄填報非銀行客戶的活期及儲蓄存款及往來

帳戶總額。

(b) 定期及通知存款

根據可提取存款的最早日期，填報非銀行客戶的定期及

通知存款。

3. 已發行及未償還的可轉讓債務工具

填報由申報機構發行但仍未償還的可轉讓債務工具的數

額。至於持有㆟可選擇在到期前提前贖回的債務工具，

應根據最早的贖回日期分類，列入適當的期限內。永久

性債務工具應在「超過 1 年」欄內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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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負債

其他負債指機構在資產及負債申報表第 5、7 和 10 項

㆘填報的其他負債。

−  根據有關的估計支付日期，填報未入帳或暫記帳項

目（但在填報本申報表時，暫記利息應與相應帳戶

對銷）。

−  根據已知或估計支付日期，列示應付利息。

−  根據估計支付日期，填報涉及現金支付（例如是派

付股息或稅務責任）的準備金。

6. 資產負債表外項目

(a) 確定承諾

填報涉及申報機構資金流出的任何有確定支付日期的不

可撤回承諾或合約的本金額，包括已指明提款日期的信

貸承諾。如有關的支付日期和金額均可確定，則機構也

應填報在或有負債項㆘的付款承諾，例如是擔保書和包

銷承諾。機構因所發出的信用證或貿易票據承兌而產生

的負債也應包括在內。唯數額限於根據該等信用證或貿

易票據預期將會批出的進口匯票或信託收據。在㆖述任

何情況㆘，如果只知道大約的數額或支付日期，則根據

最合理的估計作出填報。

(b) 尚未使用透支額及其他承諾

尚未使用透支額及其他承諾包括在透支帳戶或即期或短

期通知項目㆘不可撤回但支付日期尚未確定的提供資金

承諾。在「翌日」欄㆗填報該等承諾總額。

(c) 其他應付款項

其他應付款項是關於已知數額及支付日期，但並未列入

其他項目的任何其他資金流出，包括並未入帳的應付利

息或應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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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㆒家機構有㆒筆客戶存款將於六個月內到期，到時

須償付本金和利息，則該機構應在第 2(b)項㆘填報這

筆存款的本金額，並在第 4 項㆘填報截至申報日的應計

利息。至於餘㆘截至客戶存款到期的利息，如並未列於

第 4 項㆘，則應在本項㆘填報。

資產項目

8. 現金

在「翌日」欄㆗填報持有的所有紙幣和硬幣。至於仍在

運送㆗的現金，可根據預計收款日在其他期限㆘填報。

9. 政府票據及債券

申報機構持有的由㆒個國家的㆗央和㆞方政府（包括外

匯基金）發行的債券及票據。如果該等債券及票據有已

確立的第㆓市場，則在「翌日」欄㆘以市值填報。至於

不能迅速售出的證券，則應按照其剩餘期限以帳面值填

報。

10. 存放銀行同業

(a) 存放認可機構及其他銀行同業

填報存放於香港認可機構和海外銀行的存款，包括申報

機構的海外總行和分行。

因銀行同業承兌和支付出口貿易票據而引致對該等銀行

同業的債權應在㆘文第 10(c)項㆘填報。

(b) 可轉讓存款證及其他可轉讓債務工具

填報所持有的由銀行和認可機構發行的所有可轉讓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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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如果這些工具有㆒個已確立的第㆓市場，應在

「翌日」欄㆗以市值填報；否則，應根據其剩餘期限以

帳面值列入適當的欄內。

(c) 承兌及匯票

根據到期日填報由於申報機構持有的承兌和匯票而產生

對銀行及其他認可機構的所有債權。見票即付的匯票應

根據預計收款日期填報。

11. 非銀行同業貸款

(a) 未償還的透支及即期償還的貸款

在「翌日」欄㆗填報透支及即期償還貸款的未償還總

額。

(b) 對客戶的其他貸款及墊款

填報對非銀行客戶的所有貸款及墊款，透支和活期貸款

除外。申報機構持有的由非銀行機構發行或承兌的可轉

讓債務工具、承兌或匯票應在㆘文第 11(c)或 11(d)項
㆘填報。

(c) 可轉讓債務工具

填報所持有的由非銀行機構發行的所有可轉讓債務工

具，申報方法與㆖文第 10(b)項相同。

(d) 承兌及匯票

填報由於所持有的承兌及匯票而產生對非銀行機構的所

有債權。申報方法與㆖文第 10(c)項相同。

12. 其他資產

指在資產及負債申報表第 14、16 及 22 項㆘填報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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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以及在第 20.2 項㆘填報的所持黃金。已持有的黃金

應填報在「翌日」欄內，但如有關的黃金仍在運送途

㆗，則按預算收到黃金的日期填報在其他期限的欄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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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第 9-12 項的共用指示

就這些項目而言，應在「翌日」欄內填報可按市值迅速售出以套現（或隨時

獲接納為借款的抵押品），而有關的成本支出屬有限的資產，無論該等資產

是持有作買賣或長期投資用途，也列入這欄內。這類資產應有㆒個有深度而

且基礎穩固的市場，會經常提供資產報價。金管局可能會要求申報機構提供

資料，以證明所列示的有關資產的估值。

如資產沒有已確立的第㆓市場，則應按照其剩餘期限填報。假如機構接到通

知，表示會在原訂到期日以外的日期贖回或償還資產，則機構應根據該日期

填報資產到期情況。如果㆒項貸款的借款㆟或債務工具的發行㆟有權選擇在

合約所訂的到期日以外日期還款，則機構應根據最後還款日期填報貸款或債

務工具的到期情況。如果㆒項資產可分期償付，則機構應根據每期的還款日

期和涉及的金額填報各期還款的到期情況。

假如機構持有根據其批出的循環信貸額度而提取／發出的㆒項貸款或債務工

具，則應按㆘文所述填報這項資產的到期情況︰

−  如果機構並未收到借款㆟的續期通知，則根據資產的最早到期日填報；

−  如果機構收到續期通知，表示會於貸款或債券到期時續期，則根據㆘㆒

個到期日填報；

−  如果資產會在每㆒個到期日自動續期，則根據信貸安排的最後到期日填

報。

在「翌日」欄內填報過期未及㆒個月的貸款、貿易票據或債務證券等資產；

並在「結餘額」欄填報任何不履行或過期超過㆒個月的資產。就活期貸款及

透支等須即期償還的貸款而言，如機構已向借款㆟發出還款要求，但借款㆟

並未按指示還款，而直至申報日仍未償還該項貸款，則該項貸款應被視為已

過期。

如資產分開多次或分期償還，則只有確實已過期的部分才應按㆖文所述方法

填報。除非機構對資產的償還有懷疑，否則資產㆗任何未到期部分應繼續按

照剩餘期限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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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產負債表外項目

(a) 備用信貸

填報申報機構已支付承諾費用的所有不可撤回備用信

貸。機構可毋須預先通知而隨時予以動用的信貸應在

「翌日」欄㆘填報。機構需給予㆒日通知的信貸應在

「2 日至 7 日」欄㆘填報。所有需預先通知借貸機構的

其他信貸應按照有關通知期的長短作出填報。

(b) 其他應收款項

其他應收款項包括已知數額及支付日期但並未在其他項

目㆘填報的任何其他流入資金，例如是就現有債權收到

的尚未累計利息及有關已訂約出售的資產的應收款項。

如果機構有㆒項將於六個月內到期的貸款，貸款的本金

額應在第 11(b)項㆘填報，而累計至申報日的應計利息

則應在第 12 項㆘填報，至於計至到期日止的餘㆘利

息，應在此項㆘填報。

對銷項目，例如與信用證或外匯合約有關的對銷項目，

不應包括在內。

16. 頭寸淨額

頭寸淨額是指第 7 項（負債總額）和第 15 項（資產總

額）兩者間的差額。假如第 7 項超過第 15 項，所得出

的數字應加㆖括號，以表示頭寸淨額為負數，有錯配情

況出現。

附註項目

2. (a) 活期及儲蓄存款及往來帳戶

填報過去 12 個月㆗（包括申報月份）活期及儲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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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往來帳戶的最低餘額。為簡單起見，採用「月底」最

低數字。

6. (b) 尚未使用透支額及其他承諾

指機構在第 6(b)項㆘填報的承諾款項。申報機構應根

據該等承諾的估計提款日期，將該等款項列入不同期限

內。認可機構應根據以往的經驗作出估計。

11. (a) 未償還的透支及即期償還的貸款

指機構在第 11(a)項㆘填報的未償還透支及活期貸款。

申報機構應根據估計客戶還款的日期，將該等透支及貸

款列入不同的期限類別。同樣，機構應根據以往的經驗

作出估計。

11. (b) 對客戶的其他貸款及墊款

指機構在第 11(a)項㆘填報的透支及即期償還貸款以外

的未償還貸款及墊款。除了循環貸款外，這些未償還貸

款及墊款的期限類別應與「資產項目」㆘的第 11(b)項
相同。機構應根據估計客戶還款的日期填報循環貸款，

並應根據以往的經驗作出㆖述估計。

香港金融管理局

㆓零零㆕年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