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4 2012年報香港律師會

（香港律師會乃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擔保機構）

獨立核數師
致香港律師會會員的報告

我們已審核列載於本報告第175至194頁的香港律師會（下稱「律師會」）財務報表，其內容包括：於2012年12月31

日的資產負債表；截至該日為止的年度全面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註

釋。

理事會成員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律師會理事會成員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如實且公平

地編製財務報表，以及進行理事會成員認為有必要的相關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

重大錯誤陳述。

核數師的責任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核，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意見。我們是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141條的規定，僅向整

體會員報告。我們一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而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該等準則要求我們遵守相關道德規範，並規劃及執行

審核，以致就有關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重大錯誤陳述而取得合理保證。

審核乃涉及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財務報表所載金額及所披露的資料的審核憑證。所採用的程序取決於核數師的

判斷，包括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評估該等風險時，核數師考慮與有

關公司編製如實且公平的財務報表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核程序，但並非為對該公司的內部控制的效

用發表意見。審核亦包括評核理事會成員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合適及所作出的會計估計是否合理，以及對財務

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作出評價。

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核憑證充足和適當地為我們的審核意見提供基礎。

意見

我們認為，有關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如實且公平地反映律師會於2012年12月31日的事務狀況及

截至該日為止的年度盈餘和現金流轉，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妥為編製。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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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為止的年度綜合收入帳目

附註 2012年 2011年

收入 3 89,175,256 88,348,726

職員成本 4(a) (40,085,512) (38,157,690)

辦公室開支 4(b) (4,959,317) (4,777,368)

折舊 7 (2,743,996) (2,588,824)

會員開支 4(c) (5,920,676) (6,030,565)

其他營運開支 4(d) (23,420,968) (27,885,252)

稅前盈餘 4 12,044,787 8,909,027

稅項 6(a) (1,634,137) (1,327,131)

年度盈餘及綜合總收入 10,410,650 7,581,896

第179至194頁的附註屬於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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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於2012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

附註 2012年 2011年

非流動資產

物業、裝置及設備 7 92,544,137 94,439,149

於附屬公司的投資 8 22 22

遞延稅項資產 13(b) 657,299 672,226

93,201,458 95,111,397

流動資產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6,086,645 5,121,189

應收關連公司的款項 10 5,401,179 5,297,798

應收附屬公司的款項 10 262,291 179,788

現金及銀行存款 11 177,679,941 163,866,401

189,430,056 174,465,176

流動負債

會費、執業證書費及其他預收費用 50,265,003 48,312,619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12 7,939,121 6,817,667

現時稅項 13(a) 450,685 880,232

58,654,809 56,010,518

流動資產淨值 130,775,247 118,454,658

資產淨值 223,976,705 213,566,055

代表：
累積盈餘 223,976,705 213,566,055

於2013年4月2日由理事會通過並批准刊發

）

何君堯 ）理事會成員

林新強 ）

）

朱潔冰 ）秘書長

）

第179至194頁的附註屬於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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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為止的年度權益變動表

2012年 2011年

於1月1日的結餘 213,566,055 205,984,159

盈餘及綜合總收入 10,410,650 7,581,896

於12月31日的結餘 223,976,705 213,566,055

第179至194頁的附註屬於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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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截至2012年12月31日為止的年度現金流量表

附註 2012年 2011年

營運活動

營運產生的現金 11(b) 14,555,006 12,441,714

（已付）╱退回香港利得稅 (2,048,757) 945,383

營運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2,506,249 13,387,097

投資活動

收購日起三個月後到期的銀行存款增加 (27,123,994) (3,771,520)

已收利息 2,156,275 1,047,159

為購買裝置及設備的付款 (848,984) (1,585,389)

出售裝置及設備的收益 — 100

投資活動運用的現金淨額 (25,816,703) (4,309,65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減少）╱增加淨額 (13,310,454) 9,077,447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a) 72,286,108 63,208,661

於12月31日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a) 58,975,654 72,286,108

第179至194頁的附註屬於本財務報表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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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財務報表附註

一 律師會的狀況

律師會是一間沒有股本的擔保有限公司，其每名成員的法律責任上限為50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律師

會共有8,561名會員（2011年的人數為8,448名）。

二 主要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律師會並無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因為律師會擁有的附屬公司佔律師會於申報期完結時的淨資產的0.1%

及佔律師會年度盈餘的1.9%，而理事會成員認為該等附屬公司所涉及的帳目和金額微不足道。有見及

此，理事會成員認為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對律師會會員幫助不大。

為遵守香港《公司條例》第122及123條的規定，律師會編製上述財務報表，僅用作如實和公平地反映律

師會的財政及收支狀況。因此，上述財務報表乃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下稱「《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就此而言，《財務報告準則》乃為統稱，既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下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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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會計準則》」）及詮釋，亦涵蓋在香港

獲公認會計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內適用於編製獨立非綜合財務報表的規定。

下文將撮述律師會所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

會計師公會曾頒布《財務報告準則》的多項修訂，而該等修訂於律師會現行會計期間首次生效。該等修

訂俱與律師會的財務報表無關。

律師會並無運用任何於現行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b)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編製上述財務報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法。

管理層在編製符合《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時，須作出各種判斷、估計及假設，而影響會計政策的

運用及資產、負債和收支的呈報金額。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是根據過往經驗及在有關情況下認為合理

的多種其他因素作出，其結果為難以循其他途徑明顯獲得的資產與負債帳面值提供了判斷基礎。實際

結果或會有別於此等估計。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是按持續經營基準檢討。倘會計估計的修訂純粹影響作出該等修訂的期間，則在

該期間確認：如對當期和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亦會在修訂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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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財務報表附註

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c)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為律師會所控制的實體。當律師會有權釐定該實體的財政及營運政策，從而自其活動獲取利

益時，律師會便已擁有該實體的控制權。評估控制權時會考慮現時可行使的潛在投票權。

於附屬公司投資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在律師會的資產負債表入帳（見附註二 (f)）。

(d) 物業、裝置及設備

物業、裝置及設備按成本扣除累積折舊及減值虧損入帳（見附註二 (f)）。

折舊是以直線法按財產、裝置及設備的估計可使用年期撇銷已扣減估計剩餘價值（如有）的財產、裝置

及設備成本計算，詳情如下：

— 歸類為持作自用的租賃土地按有關租約的剩餘租期攤銷；

— 樓宇按估計可使用年期（即購買日起計25年）或有關租約的剩餘租期（以較短者為準）計算折舊；

— 傢俬、裝置及設備 3至5年

— 租賃物業裝修 5年

資產的可使用年期及其剩餘價值（如有）均會每年進行檢討。

報銷或出售物業、裝置及設備項目所產生的盈虧是按估計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該項目帳面值的差額釐

定，並於報銷或出售該項目之日於收支內確認。

(e) 租賃資產

倘律師會確定某項安排賦予有關人士權利，可透過付款或支付一系列款項而於協定期間內使用特定資

產，有關安排（包括一項交易或一系列交易）即屬於或包含租賃。有關釐定乃基於有關安排內容的評估

而作出，而不論有關安排是否具備租賃的法律形式。

律師會根據將擁有權的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轉移予律師會的租賃而持有的資產，分類為根據租賃持

有。

倘租賃不會將擁有權的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轉移予律師會，則該等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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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財務報表附註

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e) 租賃資產（續）

倘屬律師會透過經營租賃使用其他資產的情況，則根據租賃作出的付款將於租賃期所涵蓋的會計期間

內，以等額在收支扣除，惟倘有其他基準能更清楚反映租賃資產所產生的收益模式，則作別論。所收

取的租賃優惠於收支確認為所支付總租金淨額的組成部份。

(f) 資產減值

於各結算日會審核內部及外部資料，以識別以下資產是否已出現減值或之前已確認的減值虧損是否已

不存在或可能減少：

— 物業、裝置及設備；及

— 於附屬公司投資。

倘出現任何減值跡象，則須估計有關資產的可收回數額。

(i) 計算可收回數額

資產的可收回數額為其公平值減去出售成本及使用價值的較高者。於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未來

現金流量乃利用能反映現時資金時值及資產特定風險之市場評估的稅前貼現率，貼現至其現值。

倘資產並未能在大致獨立於其他資產下產生現金流入，則釐定可獨立產生現金流入的最小資產組

別（即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數額。

(ii) 確認減值虧損

倘資產或其所屬現金產生單位的帳面值超過其可收回數額，則減值虧損於收支內確認。已確認的

減值虧損按比例減少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的資產帳面值，惟資產的帳面值不會減少至低於其個

別公平值減出售成本或使用價值（倘能釐定）。

(iii) 撥回減值虧損

倘用以釐定可收回數額的估計出現有利的轉變，則撥回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的撥回僅限於倘於以往年度並無確認減值虧損而應釐定的資產帳面值。減值虧損的撥回

在確認撥回的年度內計入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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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財務報表附註

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g) 紀律程序及附帶費用

紀律程序及附帶費用於產生年度在該年度的收支內確認。儘管律師會盡力確保此等費用得到發還，但

由於未能確定該等費用是否可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25(1)條的條文收回，因此於收支內確認的有關

費用的發還款項僅限於已收到的金額。計入此項目的費用亦包括介入律師業務而產生的費用。此等費

用只能向有關律師追討，而考慮到此等費用的性質，可全數收回的機會不大。

(h)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起初以公平值確認，其後運用實際利息方法，按攤銷成本減去呆帳減

值撥備入帳，但如應收款項屬於向關連人士作出的免息貸款，而該等貸款並無固定還款期或貼現影響

不屬重大者，則屬例外。在此情況下，有關應收款項按成本減去呆帳減值撥備入帳。

呆壞帳的減值虧損，在有客觀證據顯示出現減值時確認，並按財務資產帳面值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的

差額計算。假如貼現影響重大，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須按資產原有實際利率計算貼現。顯示減值的客

觀證據包括律師會獲悉的顯著數據，而該等數據關乎對有關資產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造成影響的事

件，例如債務人面對重大財政困難。

對於被視為難以收回但討回機會又並非微乎其微的應收款項，其減值虧損將記入撥備帳。倘律師會信

納應收款項的收回機會微乎其微，則被視為無法收回的款額將直接從應收款項中撇銷，而在撥備帳內

關乎該筆債項的任何金額將會撥回。倘早前計入撥備帳的款項後來得以收回，則該等款項將從撥備帳

撥回。撥備帳出現的其他變動以及後來收回曾於早前撇銷的款項，均直接在收支內確認。

(i)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起初以公平值確認，其後按攤銷成本入帳，但假如貼現影響不屬重大，則按成本

入帳。

(j)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和手頭現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活期存款，以及流動性高、可隨時

轉換成定額現金、價值改變的風險不大並在購入三個月內到期的短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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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k) 僱員福利

薪金、年終獎金、有薪年假、向界定供款式退休計劃作出的供款及非金錢福利成本，均在僱員提供相

連服務的年度內累計。倘付款或結算被推遲，而其造成重大影響，則有關款額將以現值入帳。

(l) 所得稅

年度的所得稅包括當期稅項與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的變動。當期稅項與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的變動在

收支內確認，但假如該等稅項與變動關乎在其他收支內確認或直接在權益中確認的項目，則有關稅款

分別在其他綜合收入確認或直接在權益中確認。

當期稅項乃指按年內應課稅收入並根據在結算日已制訂或實際上已制訂的稅率計算的預期應繳稅項，

以及就過往年度應繳稅項而作出的任何調整。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分別由可抵扣及應課稅的暫記差額產生，而暫記差額指在作出財務申報時資產及

負債的帳面值與其計稅基數的差異。遞延稅項資產亦可由未動用的稅務虧損及未動用的稅務抵免產

生。除初步確認資產及負債而產生的差額外，所有遞延稅項負債及遞延稅項資產均獲確認，惟以可動

用有關資產抵銷日後應課稅溢利為限。

獲確認的遞延稅額，乃按資產及負債帳面值的預期變現或結算方式並根據在結算日已制訂或實際上已

制訂的稅率計算。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均不貼現計算。

(m) 撥備及或然負債

一旦律師會因過往事件而承擔法律責任或法律構定責任，以致可能有需要付出經濟利益以履行該責

任，並能可靠地估計所涉金額，則該等償付時間或金額有待確定的負債撥備可獲確認。假如所涉金額

的時間值重大，則上述撥備按履行有關責任所需的預期開支的現值入帳。

假如不涉及付出經濟利益以履行有關責任，或假如無法可靠地估計所涉金額，則除非付出經濟利益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否則有關責任將以或然負債的形式披露。假如律師會是否負有責任須視乎一宗或以

上未來事件是否發生，則除非付出經濟利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否則該等潛在責任亦以或然負債的形

式披露。



184 2012年報香港律師會

（以港元為單位）

財務報表附註

二 主要會計政策（續）

(n) 確認收益

收益乃按已收或應收代價的公平值計量。假如律師會很有可能得取經濟利益，而收益和成本（如適用

者）能可靠地計量，則收益按下列方式在收支內確認：

(i) 年度會費、執業證書費、註冊費及其他收費，均於該等費用所涉時期按時間比例基準確認。

(ii) 專業進修課程學費，按授課期確認。

(iii)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按實際利息方法累算。

(o) 關連人士

(a) 假如出現下列任何情況，則某人或其親密家庭成員即與律師會有關連：

(i) 控制或與他人共同控制律師會；

(ii) 對律師會行使重大影響力；或

(iii) 是律師會或其母公司的主要管理層成員。

(b) 假如出現下列任何情況，則某實體即與律師會有關連：

(i) 該實體與律師會屬同一集團的成員（意即各間母公司、附屬公司及夥伴附屬公司互有關連）。

(ii) 一個實體是另一個實體的聯繫人或聯營人（或是該另一個實體所屬集團的另一名成員的聯繫

人或聯營人）。

(iii) 兩個實體是同一名第三方的聯營人。

(iv) 一個實體是第三個實體的聯營人，而另一個實體是該第三個實體的聯繫人。

(v) 該實體是一項入職後福利計劃，而該計劃惠及律師會的僱員或與律師會有關連的實體的僱

員。

(vi) 該實體受到上述 (a)項所指明的人控制或共同控制。

(vii) 上述 (a)(i)項所指明的人對該實體行使重大影響力，或該人是該實體（或其母公司）的主要管理

層成員。

某人的親密家庭成員乃指預期在與有關實體進行交易往來時可能影響該人或受該人影響的家庭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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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入

律師會的主要業務是作為香港事務律師的專業及監管組織。

收入包括：

附註 2012年 2011年

年度會費 6,694,400 6,371,200

執業證書費 37,222,500 35,532,500

外地律師註冊費 13,851,000 13,760,956

外地律師行註冊費 1,354,000 1,342,000

其他收費 3(a) 8,345,004 9,262,177

已獲發還的紀律程序及附帶費用 2(g) 10,865,822 12,628,130

專業持續進修 1,825,819 1,709,258

雜項收入 3(b) 6,860,436 6,695,346

銀行利息收入 11(b) 2,156,275 1,047,159

89,175,256 88,348,726

(a) 其他收費包括就申請豁免遵守草擬大廈公契指引而已收取的費用、考試報名和登記費，以及專業操守

證明書申請費。

(b) 雜項收入主要包括律師會會員通告的廣告收入、律師會於年內就管理專業彌償計劃的員工薪酬和經營

成本開支而從該計劃支取的款項，以及就律師會於年內提供服務而從香港法律專業學會有限公司支取

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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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稅前盈餘

稅前盈餘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2012年 2011年

(a) 員工成本
薪金及津貼 35,898,777 33,863,413

界定供款式退休計劃供款 4,273,783 4,040,905

沒收公積金供款 (518,983) (110,928)

招聘及培訓 431,935 364,300

40,085,512 38,157,690

(b) 辦公室開支
經營租賃支出：物業租賃的租金下限 1,158,000 1,063,099

差餉及管理服務費 1,007,949 993,030

電費及電話費 490,787 486,319

郵費 325,794 201,978

印刷及文具 1,768,482 1,781,364

維修及保養 208,305 251,578

4,959,317 4,777,368

(c) 會員開支
簽發會員證 154,132 91,954

活動 4,849,139 5,040,869

會議 917,405 897,742

5,920,676 6,03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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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稅前盈餘（續）

稅前盈餘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續）

附註 2012年 2011年

(d) 其他營運開支
會議及海外外訪 578,360 833,077

紀律聆訊及附帶費用* 2(g) 9,400,609 10,140,188

專業教育 484,749 306,379

專業及顧問費用 531,744 633,039

專業進修 7,868,050 8,184,764

核數師酬金 136,000 131,750

會籍年費 95,115 51,750

捐款 40,000 2,840,000

保險及醫療 1,256,238 1,131,670

雜項 3,030,103 3,632,635

23,420,968 27,885,252

* 年內因介入律師業務而招致的費用為4,830,978元（2011年的金額為1,680,316元）。

五 理事會成員的酬金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61條的規定而披露的理事會成員酬金如下：

2012年 2011年

理事會成員收費 — —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 —

酌情花紅 — —

退休計劃供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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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綜合收入帳目所述的入息稅

(a) 計入╱（記入）收支帳目的稅項：

2012年 2011年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1,634,841 1,187,787

過往年度撥備（過度）╱不足 (15,631) 34,148

1,619,210 1,221,935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記差額 14,927 105,196

1,634,137 1,327,131

2012年香港利得稅的撥備，乃按年內的估計應評稅利潤的16.5%（2011年的比率為16.5%）計算。

(b) 計入收支帳目的實際所得稅開支與會計盈餘的對帳（按適用稅率計算）：

2012年 2011年

稅前盈餘 12,044,787 8,909,027

稅前盈餘的名義稅項，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

 （2011年的稅率為16.5%）計算 1,987,390 1,469,989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13,978 13,978

非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355,785) (172,781)

過往年度撥備（過度）╱不足 (15,631) 34,148

未確認暫記差額的稅務影響 4,185 (18,203)

計入收支帳目的實際稅項開支 1,634,137 1,32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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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物業、裝置及設備

根據經營
租賃持作

自用的租賃
土地權益

持作自用
的樓宇

租賃物業
裝修

傢俬、裝置
及設備 總計

成本：
於2012年1月1日 76,666,667 38,333,333 12,263,227 6,352,313 133,615,540

添置 — — 190,970 658,014 848,984

出售 — — — (365,586) (365,586)

於2012年12月31日 76,666,667 38,333,333 12,454,197 6,644,741 134,098,938

累積折舊：
於2012年1月1日 1,186,010 21,466,663 11,322,612 5,201,106 39,176,391

本年度折舊 84,715 1,533,333 267,225 858,723 2,743,996

出售時撇回 — — — (365,586) (365,586)

於2012年12月31日 1,270,725 22,999,996 11,589,837 5,694,243 41,554,801

帳面淨值：
於2012年12月31日 75,395,942 15,333,337 864,360 950,498 92,544,137

成本：
於2011年1月1日 76,666,667 38,333,333 11,553,608 5,591,543 132,145,151

添置 — — 709,619 875,770 1,585,389

出售 — — — (115,000) (115,000)

於2011年12月31日 76,666,667 38,333,333 12,263,227 6,352,313 133,615,540

累積折舊：
於2011年1月1日 1,101,295 19,933,330 11,082,614 4,581,968 36,699,207

本年度折舊 84,715 1,533,333 239,998 730,778 2,588,824

出售時撇回 — — — (111,640) (111,640)

於2011年12月31日 1,186,010 21,466,663 11,322,612 5,201,106 39,176,391

帳面淨值：
於2011年12月31日 75,480,657 16,866,670 940,615 1,151,207 94,439,149

租賃土地及樓宇乃根據長期租賃在香港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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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於附屬公司的投資

2012年 2011年

按成本列帳的非上市股份 22 22

附屬公司的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及
經營地點

公司持有的
擁有權

權益比例 主要業務

香港律師會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100% 出版律師會會刊

香港律師會會所有限公司* 香港 100% 為律師會會員提供

 會所服務

* 該公司未經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核

各間附屬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年度虧損95,522元（2011年：利潤173,794元）及各間附屬公司的累積虧

損244,405元（2011年：148,883元），均未計入律師會的財務報表。

九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2年 2011年

按金及預付款項 5,053,251 4,477,187

其他應收款項 1,033,394 644,002

6,086,645 5,121,18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均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十 應收附屬公司及關連公司的款項

應收附屬公司及關連公司的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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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現金及銀行存款

(a) 現金及銀行存款包括：

2012年 2011年

在購入三個月內到期的銀行存款 55,417,673 69,424,969

銀行現金和庫存現金 3,557,981 2,861,139

現金流量表所述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8,975,654 72,286,108

在購入三個月後到期的銀行存款 118,704,287 91,580,293

資產負債表所述的現金及銀行存款 177,679,941 163,866,401

(b) 稅前盈餘與營運產生的現金的對帳：

附註 2012年 2011年

稅前盈餘 12,044,787 8,909,027

調整項目：

 銀行利息收入 3 (2,156,275) (1,047,159)

 折舊 7 2,743,996 2,588,824

 出售財產、裝置及設備的損失 — 3,260

營運資金的變動：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965,456) (898,721) 

 應收關連公司的款項（增加）╱減少 (103,381) 37,530

 應收附屬公司的款項增加 (82,503) (93,852) 

 應付關連公司的款項減少 — (173,003)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增加 1,121,454 191,075

 會費、執業證書費及其他預收費用增加 1,952,384 2,924,733

營運產生的現金 14,555,006 12,441,714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律師會就律師行的無人認領的客戶款項或就被介入的律師行而持有的現金及銀行存

款總額為16,236,980元（2011年的金額為17,353,948元）。理事會成員認為，該等款項存放於律師會純粹為此

而設立的特定銀行帳戶，而律師會無權使用該等款項。因此，該等款項並無在律師會的資產負債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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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預期於一年內清償或按要求償還。

十三 資產負債表所述的所得稅

(a) 資產負債表所述的本期稅項代表：

2012年 2011年

年內香港利得稅撥備 1,634,841 1,187,787

已繳納的暫繳利得稅 (1,184,156)  (307,555)

450,685 880,232

(b) 獲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在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的成份及年內變動如下：

超逾折舊
撥備的折舊

由下列產生的遞延稅項：

於2011年1月1日 777,422

計入收支帳目 (105,196)

於2011年12月31日 672,226

於2012年1月1日 672,226

計入收支帳目 (14,927)

於2012年12月31日 657,299

律師會於2011年及2012年12月31日並無重大的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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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資本管理

律師會是一間沒有股本的擔保有限公司，並視其累積盈餘為股本。律師會在管理其累積盈餘時，首要目標是

保障律師會能持續運作，使其可繼續為會員提供支援及保障會員權益。

因應經濟狀況變化對律師會的影響，律師會已調整其資本架構，但以該等調整並不違反理事會成員對律師

會負有的受信責任或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為限。

律師會在資本管理方面的慣常做法與往年相同，且律師會於現年及往年均不受制於任何外界資本規定。

十五 金融風險管理及公平值

律師會在日常營運過程中，須面對信貸、流動資金及利率等方面的風險。下文描述律師會所面對的各種風險

以及律師會用以管理該等風險的金融風險管理政策和慣常做法。

(a) 信貸風險

由於其他應收款項與近期並無欠款紀錄的多個實體有關，因此律師會在該等款項方面並無面對任何重

大信貸風險。

律師會所面對的信貸風險，主要關乎銀行存款。律師會的政策是將款項存入信貸評級良好的金融機構。

(b) 流動資金風險

律師會的政策是定期監察其流動資金需要，以確保律師會經常維持足夠現金儲備，從而滿足短期及長

期的流動資金需求。

(c) 利率風險

律師會所面對的利率風險，主要因按固定利率計息的銀行存款而產生，這令律師會承受公平值利率風

險。律師會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為1.41%（2011年的實際利率為1.45%）。

於2012年12月31日，估計利率將整體上升╱下降100點子（2011年的數字為100點子），而在所有其他可

變因素維持不變下，該利率變動將令律師會的盈餘及權益增加╱減少約1,453,918元（2011年的數字為

1,638,664元）。

上述敏感度分析乃在以下假設的基礎上釐定，即假設利率變動於結算日發生、且適用於當日存有的金

融工具所承受的利率風險。上述分析乃按與2011年相同的基準進行。

(d) 公平值

所有金融工具於2012年12月31日及2011年的帳面值與公平值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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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經營租賃承擔

於2012年12月31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而應付的未來租金總額下限如下：

2012年 2011年

一年內 1,050,152  1,158,000

一年後但五年內 99,871  723,500

1,150,023 1,881,500

律師會透過短期經營租賃租用多項物業，租期通常起初為兩至三年，期滿後重新磋商所有續租條款。上述租

賃均不涉及有待確定租金。

十七 專業彌償保險計劃

理事會認為，專業彌償保險計劃下的資產及負債並不屬於律師會，因此上述財務報表並無包括該等資產及

負債。

十八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除在財務報表其他地方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律師會於年內曾訂立下述的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a) 理事會成員擁有權益的律師行代表律師會介入執業業務及進行紀律程序，並按協定基準向律師會收取

費用。年內該等律師行就上述工作而向律師會收取的費用總額為1,900,000元（2011年的總額為800,000

元）。

於2012年12月31日，律師會須向該等律師行支付的款項合共200,000元（2011年的總額為200,000元）。

該筆款項已計入應付帳款及應計費用。

(b)

2012年 2011年

代附屬公司承擔的開支 338,750 383,230

支取關連公司的辦公室開支 4,804,891 4,694,370

向關連公司捐款 — 2,700,000

十九 已頒布但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訂準則及詮釋可能構成的影響

直至上述財務報表發表之日，會計師公會曾頒布多項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及新準

則。律師會在編製上述財務報表時，並無採用該等修訂及新準則。

律師會現正評估上述修訂及新準則於應用初期所預期產生的影響。律師會至今認為，該等修訂及新準則不

大可能對律師會的營運業績及財政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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