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計劃延長六個月

香港特區政府於2020年6月8日透過香港信保

局推出的「提升計劃」，原定於2020年12月8

日到期，現延長六個月至2021年6月8日，「提

升計劃」的詳情如下：

1.	提升每宗買家信用限額一倍，上限至保戶申

請的金額、保單上限
1

或一億元	（港幣，下

同），以較低者為準。

2.	涵蓋計劃推出時有效的信用限額，或計劃期

間成功獲得審批的信用限額。

3.	涵蓋香港信保局承保的所有市場
2

。

4.	所有香港信保局保戶毋須額外申請均可受惠。

香港信保局已於2020年4月推出了一系列支援

措施，為受到疫情影響的出口商提供額外支援，

以助他們安心拓展出口貿易市場，包括豁免所

有保單年費、一律增加買家信用限額的付款限

期至120日、額外提供免費信用評估服務等。

香港信保局亦會定期透過網頁的市場週訊及網

上研討會等渠道，為出口商提供與2019冠狀病

毒病相關的最新市場訊息。

香港信保局於1966年根據《香港出口信用保險

局條例》（香港法例第1115章）成立，專責為

香港出口商提供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保障他們

因放帳給海外買家而面對未能收回款項的風險，

使他們能安心拓展出口業務。香港信保局獲香

港特區政府提供高達550億元的保險業務負責

額保證。

■ 資料來源：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1	

「小營業額保單」下每個信用限額的上限為500萬港元，「網上微企業保單」下每個信用限額的上限則為50萬港元。

2	

所有市場是指香港信保局能承保的市場，但不包括因風險原因而不能承保的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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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百信用限額提升計劃」

減輕香港出口商放帳風險

延長至2021年6月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下稱：香港信保局）延長「 百分百信用限額提升計劃 」（下稱：

提升計劃）至2021年6月，以支持香港出口商，減輕放帳風險，讓他們在疫情下不

穩的貿易環境中可以繼續安心向海外買家放帳，以及協助他們在疫情「 新常態 」下

把握商機。



提升計劃常見問題 Q & A

1. 何謂「 百分百信用限額提升計劃」？

「提升計劃」是香港特區政府透過香港信保局推

出的一項短期計劃，旨在加強對香港出口商的

支持和保障，減輕出口商面對的放帳風險，協

助他們安心放帳，渡過逆境。

所有香港信保局現有及新保戶均可在計劃有效

期內受惠於此計劃。在符合計劃條件的情況下

（不包括因風險原因而不能承保的買家，香港信

保局保留最終決定權），如保戶獲審批的買家信

用限額低於其申請金額，額度最高可以獲得百

分百的額外提升，上限為申請金額或一億元，

以較低者為準。

此計劃涵蓋其推出時仍然有效的信用限額，或

計劃有效期內成功獲得審批的信用限額，並適

用於香港信保局承保的所有市場（指香港信保

局能承保的市場）。

2. 什麼類型的保單可受惠於

 「 提升計劃」？

所有類型的短期信用風險保單均受惠於此計劃。

然而，不同類型保單的上限金額會有所不同。

「小營業額保單」額外提升後的最高金額為500

萬元，「網上微企業保單」額外提升後的最高金

額為50萬元，其他類型的保單額外提升後的最

高金額為一億元。

3. 「 提升計劃」所涵蓋的

 信用限額將於何時上調？

所有於計劃生效日仍然有效及符合「提升計劃」

條件的信用限額，將會自動獲得上調。香港信

保局會更新有關信用限額，並發出通知書予保

戶。上調後的信用限額金額將會在信用限額附

帶條件中訂明。

此外，在計劃有效期內，如獲審批的信用限額

低於申請金額及符合計劃條件，該信用限額亦

會即時獲得上調。以下例子說明額外信用限額

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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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上調後的信用限額設有上限限制。小營業額保單上限為500萬元，

	 網上微企業保單上限為50萬元，其他類型保單上限為一億元。

個案 申請金額 上調前信用限額 上調金額 上調後信用限額 備註

(a) （b） (c)=(a)+(b)

1 2,000,000元 2,000,000元 不適用 不適用
申請金額已獲得全數審批，

因此沒有額外上調部分

2 2,000,000元 500,000元 500,000元 1,000,000元
上調金額100%

（低於申請金額）

3 2,000,000元 1,000,000元 1,000,000元 2,000,000元
上調金額100%

（達到申請金額）

4 2,000,000元 1,500,000元 500,000元 2,000,000元
上調金額少於100%

（限制於申請金額）

5 200,000,000元 60,000,000元 40,000,000元 100,000,000元
上調金額少於100%

（限制於計劃最高上限 *）



4. 保戶如何得悉其信用限額已獲上調？

香港信保局會以書面（信件及透過「信保易」發出的電郵）通知保戶。保戶可

隨時登入「信保易」查閱有關獲上調的信用限額資料，額外信用限額部分將會

列載於信用限額的附帶條件中。以下是信用限額樣本，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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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提升計劃」是否適用於

 新提交的信用限額申請？

是的，在計劃有效期內獲得審批而符合條件的信

用限額會即時獲得上調。

6. 「 提升計劃」完結時，

 香港信保局會否調整有關信用限額？

會的，在計劃結束時，信用限額中因計劃而上調

的部分將會被取消，額度將會被調整至沒有額外

信用限額的水平。

於本計劃有效期內，所有可受保合同（付貨前風

險保單）及／或貨物啟運（付貨後風險保單）將

會受提升後的信用限額保障，任何與該等合同／

貨運相關的賠償將按此信用限額計算（如適用）。

請注意，香港信保局保留在任何時候撤銷或調整

信用限額的權利。

7. 香港信保局會就「 提升計劃」

 收取額外費用嗎？

不會。香港信保局會根據保戶申報有關貨運的發

票總額（而非信用限額金額），按保單列明的保費

率計算收取保費。

8. 如「 小營業額保單」保戶的信用限額
已按2020年4月香港信保局推出的特
別支援措施上調20%，這些信用限額在

「 提升計劃」下仍能獲得上調嗎？

可以，符合條件的買家信用限額可獲得上調，上

限為500萬元。

9.  「 提升計劃」下，保戶如何計算

 所需申請的信用限額金額？

保戶只需沿用一貫的計算方法便可。所需的信用

限額應等於買家最高／預期最高的欠款額，而非

手頭訂單的數額總和。

信用限額可「循環使用」，當買家清付貨款後，

保戶便可以繼續付貨並得到保障。如保戶以不同

的付款方式與同一買家交易，保戶應該以風險最

高的付款方式申請信用限額，通常指放帳期最長

的付款方式。

10. 在什麼情況下「 提升計劃」

 將不適用？

一般而言，「提升計劃」將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	 保戶持有的信用限額已超過一億元；或

●	 「小營業額保單」保戶持有的信用限額已達上限

500萬元或「網上微企業保單」保戶持有的信

用限額已達上限50萬元；或

●	 因風險原因而不能承保的買家。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信保局持有最終決定權。

11. 是否所有貨運都涵蓋在
 「 提升計劃」？

此計劃涵蓋所有計劃有效期內付運的貨物／提供的

服務，而有關的額外信用限額亦需要於計劃結束前

獲香港信保局批出。假若保戶未持有有效的額外信

用限額，即使保戶已申報有關貨運／服務，香港信

保局亦不會作出賠償。由於處理申請需時，因此請

保戶盡早向香港信保局提交申請。

12. 「 提升計劃」是否涵蓋付貨前

 風險保障項下的出口前信用限額？

是的，此計劃涵蓋所有計劃有效期內所簽訂的合

同。有關的額外出口前信用限額亦需要於計劃結束

前獲香港信保局批出。假若保戶未持有有效的額外

出口前信用限額，即使保戶已申報有關合同，香港

信保局亦不會作出賠償。

13. 在「 提升計劃」下，

 如何計算賠償金額？

「提升計劃」只適用於計劃有效期內的貨物啟運。

賠償的計算方法因情況而異，詳情請參照以下例子。

背景：

●	 保戶原持有100萬元買家信用限額。

●	 在「提升計劃」下，買家的信用限額獲提升至

200萬元。

●	 在「提升計劃」完結後，信用限額中上調的部

分被取消，額度被調整至100萬元，即沒有額

外信用限額的水平。

●	 賠償百分率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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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香港信保局作出賠償後，如何分攤追償款項或追償開支？

所有與追償有關的款項或開支均按以下公式計算：

剩餘的款項或開支則由保戶分攤。以上的分攤方式與現時保單下的處理安排無異。

貨物啟運 賠償計算

（萬元） 於計劃生效前 於計劃有效期內 於計劃有效期後

例子 日期
發票總額

（部分還款）
日期

發票總額

（部分還款）
日期

發票總額

（部分還款）

債務

總額

賠償

金額
備註

1
2020年

5月1日
150 - - 150 90

即100萬元（基於原信用限額100

萬元）乘以90% 的賠償率。

2 - -
2020年

7月1日
150 150 135

即150萬元（基於原信用限額100

萬元及額外信用限額提供的50萬元

保障）乘以90% 的賠償率。

3
2020年

5月1日
80

2020年

7月1日
110 190 171

即190萬元（基於原信用限額100

萬元及額外信用限額提供的90萬元

保障）乘以90% 的賠償率。

4
2020年

5月1日
150

2020年

7月1日
120 270 180

即200萬元（基於原信用限額100

萬元及額外信用限額提供的100萬

元保障）乘以90% 的賠償率。

5
2020年

5月1日
150

2020年

7月1日

30

（20）*
160 99

即110萬元（基於原信用限額100

萬元及額外信用限額提供的10萬元

保障）乘以90% 的賠償率。

6 - -
2020年

10月1日
150

2021年

1月15日
100 260 135

即150萬元（基於原信用限額100

萬元及額外信用限額提供的50萬元

保障）乘以90% 的賠償率。

7 - -
2020年

10月1日

150

（80）*

2021年

1月15日
80 150 90

即100萬元（基於原信用限額100

萬元）乘以90% 的賠償率。

8
2020年

5月1日
10

2020年

10月1日
80

2021年

1月15日
30 120 90

即100萬元（基於原信用限額100

萬元）乘以90% 的賠償率。

* 買家於信用限額被取消前償付了部分付款。

敬請注意，任何賠償都取決於保戶能否履行保單的條款及條件。

香港信保局應分攤的部分

＝		獲償所得或追償開支		x		已付賠償或於賠償日的債務總額

如有查詢，請致電香港信保局熱線：+852 2732 9933或到網站 www.hkecic.com 了解更多。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