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年報 



 

2 

 

儲光儲蓄互助社 

2021-2022 年度(第七屆)社員周年大會議程 

 

日期： 2022 年 6 月 16 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7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1-2 號室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 郭樂賢神父堂 

 

議程 負責人 

 

董事互選 

 

宣佈互選結果 

 

拍照留念 

 

 

 

1. 確定足夠人數出席會議 葉偉光 

2. 通過第六屆會議記錄[第 4 至 5 頁] 梁肇銘 

3. 董事會報告[第 6 頁] 葉偉光 

4. 司庫報告[第 7 至 8 頁] 李明珠 

5. 貸款委員會報告[第 9 頁] 鍾思敏 

6. 監察委員會報告[第 10 頁] 曾慶華 

7. 教育委員會報告[第 11 頁] 郭家偉 

8. 註冊官報告[第 12 頁] 梁肇銘 

9. 通過派發股息 葉偉光 

10. 選舉新一屆董事及委員[第 13 頁] 葉偉光 

11. 委任協會代表及協會中央社代表 葉偉光 

12. 其他事項 葉偉光 

13. 宣報會議結束 葉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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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董事委員名單 
董事會 貸款委員會 

社長: 葉偉光 主席: 鍾思敏 

副社長: 羅保祥 秘書: 梁肇銘 

司庫: 李明珠 委員: 彭嘉慧 

秘書: 梁肇銘 監察委員會 

董事: 陳淑英 主席: 曾慶華 

 郭家偉 秘書: 張偉翔 

 姚冠佳 委員: 麥鉅開 

    

 

教育委員會 

主席  : 郭家偉 

副主席: 姚冠佳 

委員  : 葉偉光 

 梁肇銘 

  

 

協會代表 中央社代表 

鍾思敏 第一代表：郭家偉 

第二代表：姚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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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光儲蓄互助社 

第六屆社員周年會議記錄 

 

日期： 2021 年 6 月 16 日(星期三) 

時間： 下午 7 時 30 分 

地點： 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1-2 號室 

 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郭樂賢神父堂 
 

 

(1) 確定足夠法定人數出席 
本社社員人數共 93 名，出席之社員 34 名，符合法定人數 30，社長在下午 7

時 40 分宣佈會議開始。 
 

(2) 通過第五屆社員周年會議記錄 
彭嘉慧動議，林肇珊和議，無反對，無棄權，出席社員一致通過。 
 

(3) 董事會報告 
葉偉光報告，黃賀瑩動議，郭德培和議，無反對，無棄權，出席社員一致通過。 
 

(4) 司庫報告 
李明珠報告，岑鴻德動議，孔倩盈和議，無反對，無棄權，出席社員一致通過。 
 

(5) 貸款委員會報告 
陳志標報告，孔慶柱動議，林炳漢和議，無反對，無棄權，出席社員一致通過。 
 

(6) 監察委員會報告 
曾慶華報告，梁肇銘動議，萬錦倫和議，無反對，無棄權，出席社員一致通過。 
 

(7) 教育委員會報告 
由郭家偉向大會匯報。 
 

(8) 通過派發股息 
葉偉光代表董事會宣佈今年派息 1 厘。由郭永昭動議，鄧紹華和議，無反對，
無棄權，出席社員一致通過。 
 

(9) 註冊官 2020 報告 
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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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選舉新一屆董事及委員及互選 
董事會選舉及互選結果： 
葉偉光(社長) 羅保祥(副社長) 李明珠(司庫) 梁肇銘(秘書) 
郭家偉(董事) 陳淑英(董事) 姚冠佳(董事) 
 
貸款委員會選舉及互選結果： 
鍾思敏(主席) 梁肇銘(秘書) 彭嘉慧(委員) 
 
監察委員會選舉及互選結果： 
曾慶華(主席) 張偉翔(秘書) 麥鉅開(委員) 

(11) 委任協會代表及協會中央社代表 
 
下列人士被提名及接受委任為協會代表： 
鍾思敏女士被委任為協會代表。 
 
下列人士被委任為協會中央社代表： 
郭家偉先生被委任為協會中央社第一代表。 
姚冠佳先生被委任為協會中央社第二代表。 
 

(12) 其他事項 
沒有 

(13) 社員提問 
沒有 

(14) 宣佈會議結束 
周年會議於下午 8 時 30 分宣布結束。 

   

會議主席簽署： (葉偉光)  會議秘書簽署： (梁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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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儲光社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社員人數 89 名，減少 4%。股份結餘港幣 2,321,430 元，

減少 1.2%。資產總值港幣 2,412,290.83 元，減少 0.5%。每名社員的平均存款港幣 26,083.48

元，增加 3%。由於疫情的反覆爆發，儲光社未能進行一連串招收新社員的計劃。本年

度因為有幾名社員的退社，股份結餘及資產總值都相繼下降。社員的貸款銳減至港幣

66,000 元，導致貸存的比率，進一步由去年的 9%下調至 3%。但無論如何，董事會依然

抱著審慎理財的宗旨，在保障社員存款的大前題下，透過分散投資的策略，保持穏健及

合理的回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18 年豁免 41 間儲社繳交利得稅時，儲光社並沒有包括在內，經

稅局評稅後，本社在本年度為 2017/18 及 2016/17 分別繳交港幣$1,518 元及$255 元的利

得稅，該筆開支在稅務準備金中扣除。 
 
期間我們收到社員的建議，探討與信用卡機構合作開設虛擬信用卡業務。我們會積極研

究其可行性，增加社員的福利。 
 
過去一年，董事會及其他委員會並没有受疫情影響，依然堅持每月利用視像會議開會，

處理社務。經大家的努力下，今年派發的股息，比去年還稍有微升。在此向每位委員衷

心致謝，感激他們的無私義務貢獻，並感恩有各位社員對本社的支持。 
 
展望未來一年，希望疫情真的可以成為過去。董事會可切實執行未完成的目標及工作，

如去年所匯報的，加強網上營運能力，依賴大數據分析提供個人化存款及貸款服務。 
 

社長 葉偉光 

 

 

 

 

 

2016年3月 2017年3月 2018年3月 2019年3月 2020年3月 2021年3月 2022年3月
2022 vs 2021

增長率

社員人數 52 66 76 87 88 93 89 - 4%

股份結餘 (HK$) 140,100 511,630 882,590 1,219,060          1,654,127          2,350,750         2,321,430         - 1.2%

資產總值 (HK$) 140,199.31 519,813.98 926,599.55 1,279,560.64     1,729,906.09     2,424,306.58    2,412,290.83    - 0.5%

貸款宗數 0 4 5 3 4 2 2 0%

貸款總額 (HK$) 0 200,000 260,000 260,000            411,000            211,400            66,000              - 69%

貸存比率 0 39% 29% 21% 25% 9% 3% - 68%

派發股息率 0 1.35% 2.5% 2.25% 1.60% 1.00% 周年會議決定

26,083.48         

741.57              

每名社員

平均存款 (HK$)

每名社員

平均貸款 (HK$)

2,694 7,752 3%

0 3,030 - 67%

11,613

3,421

14,012              

2,988                

18,796.90          

4,670.45            

25,276.88         

2,2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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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報告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的財政年度，本社總收入為港幣 47,884.44 元，總支
出為港幣 8,088.10 元，全年度盈餘港幣 39,796.34 元。依照儲蓄互助社條例
的規定，盈餘的 20%即港幣 7,959.27 元必需撥作儲備金，另外本社亦預留
17% 即港幣 6,765.38 元作為稅務準備金。本年度浄盈餘為港幣 25,071.69元，
加上上年度未分配盈餘港幣 478.87 元，及董事會決定在「稅務準備金
(2015-2021)結餘」回撥港幣 13,854.91 元作派息之用，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為港幣 39,405.47 元，預留派發股息港幣 31,588.08 元，餘下港幣 7,817.39

元會撥歸下年度未分配盈餘。(見下列細表) 
 
本社的股金穩步上升，並錄得貸款 2 宗，這全賴董事會、委員會及社員的
信任及支持。我們過去一年所賺獲的收入，分別來自貸款利息、銀行利息
和中央社利息。 

 

 

 

司庫 李明珠 
 

  項目  金額  

 本年度盈餘  39,796.34  

減: 撥至儲備金(20%)  (7,959.27 ) 

減: 撥至稅務準備金(17%)  (6,765.38 ) 

 本年度浄盈餘  25,071.69  

加: 回撥稅務準備金(2015-2021)  13,854.91  

加: 上年度股息結餘  478.87  

 可供分配盈餘  39,405.47  

減: 撥至預留股息  (31,588.08 ) 

 未分配盈餘結轉  7,8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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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2021(HK$)  2021/2022(HK$) 

資產   

銀行現金 1,588,479.23 719,888.41 

貸款結餘 77,123.00 77,662.00 

中央社存款 724,733.12 1,100,993.40 

香港股票 33,200.00 512,850.40 

應收帳項 771.23  896.62 

 2,424,306.58  2,414,290.83 

   
負債   

應付帳項 - - 

預留股息 19,444.87 31,588.08 

稅務準備金 15,627.91 6,765.38 

股份結餘 2,350,750.13 2,321,429.98 

儲備金 28,680.25 36,649.52 

教育撥備 ** 5,324.55 4,040.48 

保險服務撥備 4,000.00 4,000.00 

未分配盈餘 487.87  7,817.39 

 2,424,306.58  2,412,290.83 

** 2020/21 計算股金的程式有誤，導致實際應付股
息比預留股息多出$1284.07。董事會決定於教育撥
備中撥出。   

收支表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0/2021(HK$)  2021/2022(HK$) 

收入 
  

貸款利息收入 15,388.43 11,437.92 

銀行利息收入 8,785.14 2,017.85 

中央社股份股息收入 6,637.37 11,260.28 

香港股票收入 1,883.89  23,168.39 

總收入 32,694.83  47,884.44 

   
支出 

  

協會費及中央社(入會費) - - 

人壽儲蓄及貸款安全保險費 - - 

社金安全保險費 1,269.35 1,421.42 

商業登記證費用  250.00 

教育開支 2,194.03 - 

周年會議開支 1,400.00 1,400.00 

銀行費用 - 13.98 

投資費用 210.00 3,993.73 

國際日活動 - - 

郵費及文具費用 136.00 - 

貸款利息回贈 6,999.78 - 

股金欠扣協會費 2.86 8.97 

其他支出 -  1,000.00 

總支出 12.212.02  8.088.10 
   

本年度盈餘/(虧損) 20,482.81  39,7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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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委員會報告 
 

 

主席：鍾思敏   秘書：梁肇銘   委員：彭嘉慧 

 

 

本年度貸款委員會共召開 12 次會議，期間處理貸款申請 2 宗，獲批貸款額合

共港幣 66,000 元。 

 

自 2020 年初，受新冠肺炎影響至今已達三個年頭。今年 4 月初，本港感染數

字隨隨下降，表示我們已走過第五波疫情高峰，在全港市民共同努力下，生

活得以逐漸恢復，期待經濟迅速復甦。本委員於本年度繼續推出「投疫貸款

優惠」及「稅務貸款優惠」。在完成還款後，本社分別退回已付貸款利息的

40%及 60%，得以舒緩社員生活緊張及疫情下的需要。 

 

未來，本委員會繼續秉持董事會擬訂的貸款政策，為社員謀取更大裨益，提

供多元化的優質貸款服務。 

 

最後，感謝本委員會秘書梁肇銘先生及委員彭嘉慧小姐同心協力，在平衡儲

社與社員的利益下，對每宗申請審慎考量，仔細批核。特別鳴謝梁先生於過

去兩年同時擔任董事及教育委員之餘，在擔任貸款委員的工作中不時提出建

議，，其積極的態度應加以表揚。 

 

 

 

 

貸款委員會主席   鍾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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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會報告 

 

主席: 曾慶華 秘書: 張偉翔 委員: 麥鉅開 

 
 

本人謹代表本社監察委員會向各位報告過去一年的工作。 

 

監察委員會於2021/2022年度，適時進行例會及下列審核工作: 

 

1.  核對司庫財務報表及銀行月結單 
2.  核對銀行月結單 

3.  核對年結及抽查股息計算 

4.  確定銀行現金 

5.  查核貸款文件 

6.  查閱各委員會會議記錄 

7.  查閱社員帳戶結單 

 

 

本委員會將繼續積極參與社務，查閱記錄，執行審核工作，確保社務運作正

常，保障社員權益，配合儲光社健康發展。 

 

最後，本人多謝各委員會委員熱誠參與及支持，令審核工作順利和有效進行。 

多謝各位。 

 

 

監察委員會主席 曾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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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報告 
 

主席: 郭家偉 秘書:姚冠佳 委員: 葉偉光、梁肇銘 

1. 生態、古蹟、流浮山海鮮美食團 

由儲運慈善基金、儲光社、中央社和群力社合辦的生態、古蹟、流浮山海鮮

美食團已於 8 月 8 日順利完成，有來自三個儲社的團友 28 人參加，期間有

中央社贊助團員港幣 50 元鴻福堂優惠劵、基金贊助褶扇和 3 合 1 充電線和

易達行贊助港幣 200 元超市優惠劵作大抽獎。 

 

2. (國際日活動）線上及線下環保慈善賣物會 

- 線上賣物會於 2021 年 9 月 9 日 (星期四)，在香港儲蓄互助社協會及儲

光儲蓄互助社 Facebook 專頁晚上 9 時至 10 時進行聯合直播。當晚反應

不俗，賣物以電器為主，直播流暢，總收入是港幣 1,964 元。 

- 線下賣物會於 9 月 11 和 12 日在協會順利舉行，吸引不少彩虹邨街坊來

購物。賣物加上捐款，兩天賣物總額是港幣$4,000，另外加上本社司庫

李明珠朋友捐出的 T 恤賣得港幣$800，合共是港幣$4,800。這活動達到

為環保出力及國際日經費籌款的目的。 

 

3. 2021 國際日活動-線上儲運有獎問答遊戲 

本社有 6 位社員獲獎。 

 

4. 寨城·天際 100 觀景一日遊 

由儲運慈善基金、儲光社、中央社和群力社合辦的寨城·天際 100 觀景一日

遊於 9 月 19 日舉行。共 28 人参加，其中有大抽奬，送充電線和手摇扇。 

 

5. OBS 直播拍片錄製研習班 

原定的 OBS 直播拍片錄製研習班，於 11/12 月舉行，旨在讓參與者了解直

播和拍攝所需的器材，也讓大家有實戰的機會。但因疫情嚴重而擱置，待疫

情平復後再舉辦。 

 
教育委員會期望疫情盡快緩和，來屆可正常舉辦更多活動。 
 
 
教育委員會主席 郭家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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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官審查報告書 
 

 

(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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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度董事及委員選舉 

候選人提名結果 

 

2021-2022 年度留任及卸任董事會、貸款委員會及監察委員會成員名單如

下： 
 

 

依本人在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所發出有關候選人提名函件所述，提名事宜已在

五月十三日（星期五）截止。現將提名期內的有效提名公告如下： 
 
董事會候選人： 

 羅保祥 
 陳淑英 
 郭家偉 
 梁肇銘 

 
貸款委員會候選人： 

 鍾思敏 
 李健強 

 
監察委員會候選人： 

 曾慶華 
 

是次提名人數與各董事會及委員會空缺數目相同，為等額選舉。各提名人將會於

本社周年會議中呈請大會通過，填補有關空缺。本提名結果自即日起一連三天在

九龍彩虹村金華樓地下 1-2 號室張貼以供社員查閱，異議者須在辦公時間內親往

上址辦理。結果公佈後超過三天提出之呈請恕不受理。 

 

 

提名小組 葉偉光(召集人) 

董 

 

事 

 

會 

留任董事 卸任董事 

貸 

款 

委 

員 

會 

留任委員 卸任委員 

監 

察 

委 

員 

會 

留任委員 卸任委員 

葉偉光 羅保祥 彭嘉慧 鍾思敏 麥鉅開 曾慶華 

李明珠 陳淑英  梁肇銘 張偉翔  

姚冠佳 郭家偉   麥鉅開麥鉅開  

 梁肇銘     

      

      



 

 

 

 

 

 

 

 

 

 

 

 

 

 

 

 

 

 

 

 

 

 

 

 

 

 

地址   : 香港九龍彩虹邨金華樓地下 1-2 號室 
Address   : Party Room 1-2, G/F, Kam Wah House, Choi Hung Estate,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 +852 2388 0177 
傳真 Fax   : +852 2323 6020 
 
電郵 Email  : scu@culhk.org 
網址 Website  : www.culhk.org/scu/ 
Facebook  : suncreditunionhk  
 

 

 

 

版權聲明：  
儲光儲蓄互助社出版的刊物，包括書籍、通訊及光碟，版權均屬本社所有。 除根據「版
權法例」獲得豁免者外，任何人士在未經儲光儲蓄互助社同意前，均不得以任何形式 (包
括電子、機械、複印等) 將任何部分複製、儲存於可提取系統、廣播或傳遞。 
 
Publishing Rights:  

Sun Credit Union holds copyright for all its publications, both hardcopies and 

CD-ROMs. Except as permitted by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no part of the Sun Credit 

Union's publications may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or other means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broadcast or transmitted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Sun Credit Union.  Any downloading, re-transfer, or 

other copying or modification of trademarks and/or contents of the publications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copyright laws. 

http://www.culhk.org/sc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