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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业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 随着全球监管

要求提升和监督渐趋严格，对金融机构未来所面临

的全球和本地监管改革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

德勤的操守和合规专家团队由在银行业，证券及期

货业，资产管理和保险业拥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

组成。 我们致力为金融服务业客户提供咨询及鉴证

服务，以确保机构在这瞬息万变的监管环境中从容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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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金融服务业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 
香港主要的金融监管机构为香港证券

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香

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香港交易及

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和保险业监

管局（保监局），负责维护香港的金融

体系，有助维持香港的金融稳定性，并

保持香港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操守和合规部于2017年成立，如今由超过30名合规专家所组成，我们

利用过往处理证监会，金管局和其他相关香港金融规则和法规方面的咨

询服务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致力为客户提供合规支持及制定解决方案。

 • 银行

 • 投资银行

 • 证券及期货经纪商

 • 融资顾问

 • 基金经理

 • 私募股权及风险投资公司

 • 保险代理及保险经纪

 • 金融科技公司

我们的客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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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证监会/金管局牌照服务 审查与鉴证 合规政策和程序 LIBOR过渡

按照《银行业条例》第59(2) 
审查

内部控制测试 申报表（例如财务申报表） 加强保荐人内部控制

应对证监会/金管局查询服务 模拟测试和检查 
（即健康检查）

监管研究和开发 金融科技（如虚拟资产

交易平台）

证监会/金管局合规咨询服务 基金经理计价政策评估 合规培训 数据保护和隐私条例

调查及执法咨询服务 内部调查与机构管治 员工借调 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

服务范围

监管咨询服务
持续合规支援 
（外包）服务独立审查与评估 专题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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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全方位法规咨询服务。

申请牌照服务

德勤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我们熟悉证监

会/金管局的发牌规定及申请程序。 我们可以协助

您来判断企业是否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任何受证监

会/金管局规管的活动。

如果您的企业决定申请证监会/金管局的牌照，我

们可以协助您准备牌照申请，并回应监管机构在牌

照申请过程中提出的查询要求。 客户可以将注意力

放在其核心业务领域。

我们团队可以为牌照申请者提供以下协助：

 • 提供申请牌照项目管理流程 

 • 协助准备申请各所需资料，包括商业计划书和相

关申请表格等

 • 协助编制财务预测

 • 就受规管活动所须维持的缴足股本及速动资金的

最低要求提供咨询

 • 就负责人员和持牌代表的胜任能力要求提供建议 

 • 协助登记牌照的相关考试

 • 协助分析和回应牌照申请过程中监管机构提出的

查询要求

德勤致力于协助我们的客户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并专

注于其核心业务领域，我们不但制定了每月的服务

包，同时亦会在牌照核准后提供持续的合规支持。

持续合规支援

作为客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我们为金融机构提

供解决方案，并按专业质量标准准时交付：

合规政策和程序

我们协助金融机构制定合规计划，政策和程序，并

根据新的业务需求，内部系统的变更或法规更新或

指令的实施保持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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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管理层管理合规风险，我们还协助制定合

规监督计划和功能，例如设计定制的合规监测计

划，风险管理框架和内部控制文件。

监管研究与咨询

我们帮助金融机构客户定期跟踪法规变化，并提供

管理层最新状态。 在客户感兴趣的特定主题上，我

们可以提供法规研究并协助管理层评估对其业务的

潜在影响并就实施提出建议。 

监管回报审查

利用我们的监管和行业经验，我们可以为您的定期

和临时监管申报文件提供咨询和审查服务，以确保

准确性和完整性，例如：

 • 财务申报表计算 

 • 银行申报表

 • 帐目披露文件 

 • 业务及风险管理问卷

 • 持牌人的资本及股权结构的改变书面通知

 • 有关持牌人的大股东、董事、负责人员或主管人

员，以及其辖下进行任何受规管活动业务的附属

公司的改变书面通知

合规培训

持牌金融机构有合规义务，通过持续的专业培训

（CPT）来更新其主管和相关员工的知识和技能，

以保持其为适当人选并具备胜任能力。

我们协助管理层以设计和实施培训计划，以满足所

有级别员工的合规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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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审查与评估

独立审查与评估的目的是防止，发现或纠正潜在有

关规则和要求，行为准则，监管机构的通告及指南

的不合规。 我们的方法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1. 明确评估目标和要点

2. 基于业务流程及相关监管要求，准备评估方案

3. 识别潜在风险、控制缺陷及违规事项

4. 及时与管理层沟通检查发现，并针对问题成因

提出改进和优化建议

经验领域:

 • 于证监会对持牌法团采取现场审查前，为其进行

合规健康检查

 • 应持牌法团的管理层之要求，为其进行内控评估

 • 由证监会授权进行之独立调查

 • 有关员工不当行为之内部调查

调查与执法

德勤与勤信律师事务所(Deloitte Legal) 联盟。 
Deloitte Legal，是一家独立的香港律师事务所。

其法律团队成员在香港均具有律师资格。德勤与其

诉讼团队密切合作，协助金融机构应对监管机构审

查期间所提出的查询，以及在监管机构的审查和执

法行动中，协助持牌法团及其负责人员和员工进行

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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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亚太有限公司

德勤在亚太地区超过120座城市提供专业服务，

包括奥克兰、曼谷、北京、河内、香港、雅加

达、吉隆坡、马尼拉、墨尔本、大阪、上海、新

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德勤中国

德勤中国网络遍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其23家办事处约13,500名专业

人士致力服务客户。我们的事务所网络为中

国本地和在华的跨国及高增长企业客户提供

全面的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风险咨询和税务服务。

德勤网络

中国 10,040

东南亚 7,158

蒙古 56

日本 9,558

韩国 2,088
中国台湾 3,275

印度 5,907
澳大利亚 5,844

新西兰 1,099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 
46,000+ 员工

120 座城市

德勤中国 
13,500名专业人士

23家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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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我们

何颂佳

合伙人

德勤香港

电话： +852 2852 6489
电子邮件：teho@deloitte.com.hk 

吴兆泰

副总监

德勤香港

电话：+852 2238 7842
电子邮件：eng@deloitte.com.hk

高咏钰 
经理

德勤香港

电话：+852 2238 7414
电子邮件：jadko@deloitte.com.hk

杨健聪 
总监

德勤香港

电话：+852 2852 1938
电子邮件：adyeung@deloitte.com.hk

刘彦德 
副总监

德勤香港

电话：+852 2852 6317
电子邮件： juslau@deloitte.com.hk

张彦博

总监

德勤香港

电话：+852 2852 6609
电子邮件：wilcheung@deloitte.com.hk

潘抒 
副总监

德勤香港

电话：+852 2852 1013
电子邮件： candypan@deloitt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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