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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牟利，非救濟，乃服務！這是

全球儲蓄互助社的核心綱領！因此，香

港的儲蓄互助社亦秉承了儲蓄互助社運

動之精神而創立！多年來儲蓄互助社在 

香港法例 119章下運作！特區政府漁

農自然護理署作為監管部門亦超越半世

紀！就因為非牟利的關係，所以在日常

營運上雖涉及金錢，但一直以來都無需

受到稅務條例規限！

然而，隨著香港社會從發展中的地區至今為已發展的地區，

市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在社員存多貸少的情況下，存貸比率不成比

例，因此，儲蓄互助社亦只有因應環境改變而需調整營運策略，從

收取社員存貸之息差而至需要作適量投資作為營運模式！換言之，

儲蓄互助社在經營策略上有一定程度的改變，但儲蓄互助社的基本

核心價值仍然是非牟利的！

2009年港府稅務局向本港儲蓄互助社發出評稅通知，追收利

得稅！如果真的落實儲蓄互助社要繳交利得稅的話，不啻是判了儲

蓄互助社的 "死刑 "！因此，本港儲蓄互助社團結一致向當局據理

力爭！提交本港儲蓄互助社的歷史背景和理據，同時亦將儲蓄互助

社的營運理念和困難向稅局陳述！經過多年的努力，稅務局順應民

意和理解儲蓄互助的基本精神，於 2018年 8月正式有條件豁免儲

蓄互助社需繳交的利得稅的建議！這次繳稅事件可以圓滿落幕，稅

局的體諒和理解是最大原因，而幾家大型儲社如警察、港鐵、電盈

等努力不懈，提供資料和協助，實功不可沒！當然儲蓄互助社協會

的牽頭亦是不可或缺的！！！從此，陰霾澄清，重上征途！

王德忠

社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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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月周年會議之後，新一屆的教育委員會便開展
各項事工，承董事會任命和第一次教育委員會議中互選，
主席為林宗祐，秘書為李非比，委員有麥年豐、李錦耀、
傅有明、魏琼華、張修梅、陳綺美、黃杏梅、唐雪梅。

本社之通訊刊物：蓄訊鴿之編輯小組亦於第一次教
育委員會議中，經互選後選出：主編為麥年豐，組員有黃杏梅、陳綺美。

今天，很多人加入儲蓄互助社，大都聚焦在每年可以獲派多少利息？這樣思維無可厚非，但這只留於表
層，我們要毋忘初衷，認識儲蓄互助社是「非牟利、非救濟、乃服務」的國際性金融合作組織，提倡自助互助
精神。旨在鼓勵社員養成良好的儲蓄習慣，從而達致善用資源及有效理財的結果。故此，我們加入儲社不要以
賺取更多的利息為目標，要藉著這個平台，可以與來自不同的部門的中大同事彼此認識和交流。

教育委員會也是一個培訓儲社接班人的平台，委員透過義務工作的過程中，一方面對中大儲社架構和管
治理念加深認識，一方面對同事的義工服務去實踐儲運的信念。我們非常歡迎和期待更多社員加入中大儲社的
管理團隊，一同為同事 /社員的福祉而努力。

當然，做義工，表面簡單，但應該要適度複雜，未必要吓吓轟轟烈烈，但就需要認認真真。

貸款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之工作 工作目標

•  教導新社員使明瞭本社章程及儲蓄互助社運
作之精神與實務

分區活動 舉辦講座：財務策劃 /健康講座 

及趣味性知識講座

•  經常向社 員及符合社員共同關係之人士報告
本社所提供之各種服務

新春團拜 策劃及舉辦旅遊活動 /大旅行

• 教導社員善用金錢 蛇宴聯歡 策劃及舉辦興趣班

• 招募新社員 蓄訊鴿 檢視社員福利服務
策劃儲社交流

林宗祐

教育三幾句，同舟共追夢

教育委員會

“忠告：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這廣告每天在電視台播出
不下十次、八次，人人都明白，借貸時，誠信、自律，缺一不可。

因此，“理財有道”在日常生活中，極其重要；政府的公益節目常常把此訊息在傳播媒體發放，自助助
人正是儲社的宗旨之一，儲蓄互助，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貸款委員會會以儲社的貸款政策，審慎執行每位社員的貸款申請，公平、公正及無私的態度批核每宗貸
款，務能達到社員自助助人的理想。

貸款委員會亦會於年度內推出不同的優惠計劃，鼓勵社員申請，提供適合和實的服務。

自助、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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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憑「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之社員證，除了可享受本社為您提供的福利 /優惠外，同時亦
可享用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為各會員儲蓄互助社及其社員提供的不同優惠。

詳情可瀏覽協會網頁：http://home.culhk.org/index.php?option=com_cobalt&view=record&cat_
id=126&id=574&m=126&Itemid=115&lang=zh

本社只提供介紹之方便，並不負上任何法律或財政上之責任。消費者宜先行比較有關優惠價格，方作決定。

各項優惠簡列如下：

機構名稱 優惠項目 聯絡

鴻福堂 鴻福堂禮券、鴻福堂喜慶禮卡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2388 0177
 RτFH#FXOKN�RUJ

九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ESiS環保有機全竹毛巾 0V�%RER�:RQJ
 9229 9223
 NRZORRQ#�NRZORRQELR�
FRP�KN

九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期成犬乾糧

牙齒保健優惠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2388 0177
 RIILFH#FXOKN�RUJ

易達行旅遊 酒店套票優惠 易達行旅遊

 2984 0608

大昌行電器管家 電器優惠 大昌行電器管家有限公司

 2262 1666

歌林電器 電器優惠 歌林辦事處

 2770 3301

美心西餅 美心餅券優惠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2388 0177
 RτFH#FXOKN�RUJ

慧群專業僱傭服務公司 僱傭服務 慧群專業僱傭服務公司

 2541 0668
 PDGDPMRHDJHQF\#\DKRR� 
FRP�KN

海諾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保險優惠 海諾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2565 1132

心怡坊按摩養生館 折扣優惠 心怡坊按摩養生館

 2343 5688

社員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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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會計師於月前對儲社營運作了中期審核，惟該項審核只供董事會考。然為使社友更瞭解本社營運狀
況，特將會計師報告撮要向社員匯報，終期財務報告於社員周年會議公布。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LOYEES' CREDIT UNION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財務狀況報表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2018 - 2019年度中期財務預算

(unaudited)
30.9.2018
HK$ 港幣

(audited)
31.3.2018
HK$ 港幣

      

NON-CURRENT ASSETS  非流動資金
      

)L[HG�DVVHWV��固定資產
÷� )XUQLWXUH��IL[WXUHV�DQG�HTXLSPHQW��傢俱、裝置及設備 ������� ������

÷� ,QYHVWPHQW�SURSHUWLHV��投資物業 ���������� ���������
'HSRVLW�IRU�DFTXLULQJ�DQ�LQYHVWPHQW�SURSHUW\
購買投資物業之按金

������� -

$YDLODEOH�IRU�VDOH�ILQDQFLDO�DVVHWV��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LQDQFLDO�DVVHWV�DW�IDLU�YDOXH�WKURXJK�SURILW�RU�ORVV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

����������� -

/RDQV�DQG�UHFHLYDEOHV��貸款及應收款 ������� �������

273,208,611 268,233,955
     

      

CURRENT ASETS 流動資金
      

,QYHQWRULHV��存貨 ������� �������
)LQDQFLDO�DVVHWV�DW�IDLU�YDOXH�WKURXJK�SURILW�RU�ORVV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的財務資產

��������� -

/RDQV�DQG�UHFHLYDEOHV��貸款及應收款 ��������� �������
6KDUHV�LQ�+RQJ�.RQJ�/HDJXH�&HQWUDO�&UHGLW�8QLRQ
香港協會中央儲蓄互助社股份

������� ���������

3URILWV�WD[�SUHSDLG��預付利得稅 - �������
7D[�UHVHUYH�FHUWLILFDWH��利得稅儲稅券 ���������� ����������
&DVK�DQG�FDVK�HTXLYDOHQWV��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64,710,100 75,973,339
     

      

CURRENT LIABILITIES 流動負債
      

$FFUXDOV��應付費用 ������� �������
5HQWDO�GHSRVLWV�UHFHLYHG��已收租賃按金 ������ -

(350,344) (324,266)
     

1(7�&855(17�$66(76��流動資產淨值 ���������� ����������
     

NET ASSETS  資產淨值 ����������� �����������
     

0(0%(56
�6+$5(6��社員股份 ����������� �����������
5(6(59(6�$1'�)81'6���儲備金及基金 ���������� ����������
81',9,'('�($51,1*6���未分配盈餘 ��������� ����������

     

337,568,367 343,88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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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分區活動已經展開了，社員們可再次與不同區分的社
員 /同事聚首一堂，享用美食之餘，更有豐富禮物的大抽獎。今年，
每名參加的社員可享有 90元的餐費及抽獎禮物津貼。您參加咗未？

今年的抽獎禮物有貼心實用的環保飲管、又有美味豪華的螺
片、鮑魚、魚翅及燕窩。嘩！好豐富、好豪呀！

現在，已舉行了多場的分區活動，出席社員對菜式及抽獎禮
品均感滿意非常。

得知社員們享受到一個歡愉的午餐小聚時，本社之董事 / 
委員均心深感謝大家對儲社的支持，期待每次活動都能見到各位。

分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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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秋高氣爽，實是遠足賞景的好日子。從山頂上感受

到的微風、志蓮淨苑的唐代建築設計，以至南蓮園池的古樹花

木。偶爾能夠如此偷閒一番，確實可令平常工作繁忙的香港人

暫時忘卻煩憂。希望將來有更多機會參與中大社所舉辦的活

動，可以再輕鬆一下！

香港儲運每年最盛大的活動「國際儲蓄互助社日聯歡聚餐」， 
經已在一片熱鬧歡呼聲及掌聲中順利完成。

本年度「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及各大、小儲蓄互助社合辦舉行了

十多項不同類型的活動慶祝「國際日」。本社社員參加了「攝影比賽」、

「保齡球比賽」及「羽毛球比賽」。亦有社員家屬參加「鬥地主遊戲比

賽」。期待下年有更多社員和家屬支持。

大旅行記

國際儲蓄互助社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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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健康講座 2019年 1月 17日（三）

新春團拜 2019年 2月 22日（五）

周年聯歡晚宴 2019年 5月

社員周年會議 2019年 6月

社員福利政策

活動預告

2018 年 11 月 1 日已正式實施社員福利政策。存款
少於港幣 300 元之社員，該年度一概不獲享有任何
福利和津貼，存款多與少並不影響社員權利（投票

權；股息派發； 貸款安全保障及⋯等等。）

 

稿件內容不限，惟稿件須從未在任何媒介發表。 

 本社編輯保留刪改及刊登的最終權利。

稿件一經採用，將薄酬 HK$100超市禮券。

參加對象 ： 本社社員
文體及字數 ： 中文、圖文、照片不拘，300 字以內。 
繳稿方式 ： 將圖文著作電子檔及作者個人資料表  
  電郵往 VWDσ#FXHFX�KN�收。 

各社員撰稿

誠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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