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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发牌制度概览

本出版物概述了在香港进行任何受规管活动的任何法团和个人的许可要求的主要特征和持续的监管责任。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是受《证券及期货条例》授权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香港证券及期货市场的受规管活动。根

据香港的规管制度，除非有特定的豁免，在香港进行以下十类受规管活动的法团和个人，必须向证监会领取牌照或在证监会注册。根

据业务性质，法团和个人需要一类或多类证监会牌照来进行拟议的受规管活动。

受规管活动的类别

第1类 证券交易

第2类 期货合约交易�

第3类 杠杆式外汇交易�

第4类 就证券提供意见

第5类 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

第6类 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

第7类 提供自动化交易服务

第8类 提供证券保证金融资

第9类 提供资产管理

第10类 提供信贷评级服务

图表1. 受规管活动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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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牌照申请的主要要求

下表总结了德勤提供咨询服务的常见证监会牌照类别的主要要求。一般而言，证监会的第1类受规管活动（即证券交易）牌照的申请

人会出于业务目的一并申请证监会第4类受规管活动（就证券提供意见）牌照。同样的原因也适用于证监会第2类受规管活动（即期

货合约交易）和证监会第5类受规管活动（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的一并申请。

第1类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第5类 第6类 第9类

注册成立  • 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或

 • 在香港公司注册处注册的海外公司

负责人员  • 就每类所申请的受规管活动而言，必须委任最少两名负责人员直接监督拟进行的有关活动；

 • 就每类所申请的受规管活动而言，必须有最少一名负责人员可以时刻监督有关业务；

 • 拟委任的负责人员当中，最少要有一名是《证券及期货条例》所定义的执行董事；及

 • 须符合一般的适当人选规定

持牌代表  • 所有为其所隶属的持牌法团进行一类或多于一类受规管活动的个人必须为持牌代表；及

 • 须符合一般的适当人选规定

高级管理层 承担首要的责任去确保法团能够维持适当的操守标准及遵守恰当的程序。证监会认为，持牌法团的高级管理层

包括：

 • 法团的董事

 • 法团的负责人员

 • 核心职能主管

核心职能主管  • 就持牌法团的八项核心职能而言，每项核心职能应至少有一人获法团委任为负责管理该项职能的核心职能

主管；

 • 整体管理监督职能及主要业务职能的核心职能主管须为负责人员；

 • 其余核心职能主管负责管理以下的职能：营运监控与检讨、风险管理、财务与会计、信息科技、合规及打

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及

 • 核心职能主管可以同时获委任为多项核心职能的主管，管理多于一项的核心职能，持牌法团亦可以委任两

名或以上人士共同担任核心职能主管，以共同管理某项特定核心职能

一般的适当人选规定 向证监会证明其适合并符合以下条件：

 • 财政状况或偿付能力；

 • 学历或其他资历或经验；

 • 有能力、诚实和公正；及

 • 信誉、品格、可靠程度及财政方面的稳健性

财政资源  •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就所获发牌照的受规管活动类别，将缴足股本及速动资金维持在不少于《证券及期货

（财政资源）规则》所指明的有关金额

 • 有关每类的受规管活动该维持的最低缴足股本及速动资金，请参阅附录1

图表2. 关键法规要求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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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类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第5类 第6类 第9类

豁免 附带豁免

假如法团进行的若干受规管活动完全附带于法团已获发牌的另一类受规管活动，法团便可能无须就前者领牌。

附带豁免适用于以下情况：

 • 已就第1类受规管活动（证券交易）获发牌，并拟进行第4类受规管活动（就证券提供意见）、第6类受规

管活动（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及／或第9类受规管活动（提供资产管理）。假如拟进行的第4类、第6类
及第9类受规管活动完全附带于第1类受规管活动业务，便无须就这三类受规管活动领牌

 • 已就第2类受规管活动（期货合约交易）获发牌，并拟进行第5类受规管活动（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及／或

第9类受规管活动（提供资产管理）。假如拟进行的第5类及第9类受规管活动完全附带于第2类受规管活动业

务，便无须就这两类受规管活动领牌

 • 已就第9类受规管活动（提供资产管理）获发牌，并拟进行第1类受规管活动（证券交易）、第2类受规管

活动（期货合约交易）、第4类受规管活动（就证券提供意见）及／或第5类受规管活动（就期货合约提供

意见）。假如拟进行的第1类、第2类、第4类及第5类受规管活动纯粹是由于提供第9类受规管活动业务而

产生，便无须就该等受规管活动领牌

涉及集团成员公司的豁免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假如纯粹向法团的全资附属公司、持有法团的全部已发行股份

的控股公司或该控股公司的其他全资附属公司提供与受规管活

动有关的意见或服务，法团便无须就第4类受规管活动（就证

券提供意见）、第5类受规管活动（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第6
类受规管活动（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或第9类受规管活动（提

供资产管理）领牌

人员配备资源  • 委任一名合规主任和／或一名具有财务、会计、合规或风险管理背景的营运经理；及

 • 按证监会的要求须做到职责分工，所以负责人员不应执行合规职能的工作

持续培训  • 持牌法团须至少每年评估其聘用的个人的培训需要；及

 • 持牌个人每个历年应就其进行的每类受规管活动，一般须完成至少五个小时的持续培训

呈交经审核账目 应在每个财政年度终结后的四个月内，呈交其经审核账目及其他规定的文件

呈交财政资源申报表 应在每月份终结后的21个历日内向证监会 
呈交

其牌照受到不得持有客户资产的条件所规限的法团，应于每半

年期终结后的21个历日内向证监会呈交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

筹集框架

 • 设计和推行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以满足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 详情请参阅《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指引（适用于持牌法团）》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框架  • 推行适当和有效的内部控制程序，以保护其运营和客户免受因盗窃、欺诈和其他不当行为造成的财务损失

 • 详情请参阅《适用于证监会持牌人或注册人的管理、监督及内部监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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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服务范围

德勤提供完整和专门的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需求。我们的法规专家团队拥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经验，并对行业惯例有深入的了解。

凭借我们于咨询实践的全球专业资源网络，我们可提供拥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士来满足您在不同业务运营中的各种需求。我们致力

为客户提供所需的服务，有关德勤如何帮助您满足法规要求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香港证监会牌照的申请  | 德勤服务范围 & 联系我们

可行性研究

 • 评估公司的当前业务和

运营结构或计划的业务

活动是否构成《证券及

期货条例》规定的受规

管活动；

 • 建议应申请的证监会牌照

以及持续法规责任；及

 • 协助遵守证监会设定的

一般适当人选的规定和

能力要求

领取牌照后的持续支持

 • 协助管理层持续遵守法规

责任及准备其他规定文件

提交牌照申请后

 • 在法团向证监会提交申请

后，协助管理层解答证监

会提出的查询

准备和提交申请

 • 协助管理层准备申请表和

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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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彦博

总监

德勤香港

电话：+852 2852 6609
电子邮件：wilche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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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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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缴足股本及速动资金的最低要求

受规管活动 缴足股本的最低数额 速动资金的最低数额

第1类—

(a) 如该法团属核准介绍代理人或买卖商 不适用 $500,000

(b) 如该法团提供证券保证金融资 $10,000,000 $3,000,000

(c) 如属其他情况 $5,000,000 $3,000,000

第2类—

(a) 如该法团属核准介绍代理人、买卖商或期货非结算交易商 不适用 $500,000

(b) 如属其他情况 $5,000,000 $3,000,000

第3类—

(a) 如该法团属核准介绍代理人 $5,000,000 $3,000,000

(b) 如属其他情况 $30,000,000 $15,000,000

第4类—

(a) 如该法团就第4类受规管活动受到不得持有客户资产的发牌条件所规限 不适用 $100,000

(b) 如属其他情况 $5,000,000 $3,000,000

第5类—

(a) 如该法团就第5类受规管活动受到不得持有客户资产的发牌条件所规限 不适用 $100,000

(b) 如属其他情况 $5,000,000 $3,000,000

第6类—

(a) 如该法团担任保荐人：

 – 持有客户资产

 – 不得持有客户资产

$10,000,000
$10,000,000

$3,000,000
$100,000

(b) 如该法团并非担任保荐人：

 – 持有客户资产

 – 不得持有客户资产

$5,000,000
不适用

$3,000,000
$100,000

第9类—

(a) 如该法团就第9类受规管活动受到不得持有客户资产的发牌条件所规限 不适用 $100,000

(b) 如属其他情况 $5,000,000 $3,000,000

来源：证监会发牌手册—20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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