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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發牌制度概覽

本出版物概述了在香港進行任何受規管活動的任何法團和個人的許可要求的主要特徵和持續的監管責任。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是受《證券及期貨條例》授權的監管機構，負責監督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受規管活動。

根據香港的規管制度，除非有特定的豁免，在香港進行以下十類受規管活動的法團和個人，必須向證監會領取牌照或在證監會註冊。

根據業務性質，法團和個人需要一類或多類證監會牌照來進行擬議的受規管活動。

受規管活動的類別

第1類 證券交易

第2類 期貨合約交易

第3類 槓桿式外匯交易

第4類 就證券提供意見

第5類 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

第6類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

第7類 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

第8類 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

第9類 提供資產管理

第10類 提供信貸評級服務

圖表1. 受規管活動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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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牌照申請的主要要求

下表總結了德勤提供諮詢服務的常見證監會牌照類別的主要要求。一般而言，證監會的第1類受規管活動（即證券交易）牌照的申請
人會出於業務目的一併申請證監會第4類受規管活動（就證券提供意見）牌照。同樣的原因也適用於證監會第2類受規管活動（即期
貨合約交易）和證監會第5類受規管活動（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的一併申請。

第1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 第5類 第6類 第9類

注冊成立  •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或
 • 在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的海外公司

負責人員  • 就每類所申請的受規管活動而言，必須委任最少兩名負責人員直接監督擬進行的有關活動；
 • 就每類所申請的受規管活動而言，必須有最少一名負責人員可以時刻監督有關業務；
 • 擬委任的負責人員當中，最少要有一名是《證券及期貨條例》所定義的執行董事；及
 • 須符合一般的適當人選規定

持牌代表  • 所有為其所隸屬的持牌法團進行一類或多於一類受規管活動的個人必須為持牌代表；及
 • 須符合一般的適當人選規定

高級管理層 承擔首要的責任去確保法團能夠維持適當的操守標準及遵守恰當的程序。證監會認為，持牌法團的高級管理層

包括：

 • 法團的董事
 • 法團的負責人員
 • 核心職能主管

核心職能主管  • 就持牌法團的八項核心職能而言，每項核心職能應至少有一人獲法團委任為負責管理該項職能的核心職能
主管；

 • 整體管理監督職能及主要業務職能的核心職能主管須為負責人員；
 • 其餘核心職能主管負責管理以下的職能：營運監控與檢討、風險管理、財務與會計、資訊科技、合規及打
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及

 • 核心職能主管可以同時獲委任為多項核心職能的主管，管理多於一項的核心職能，持牌法團亦可以委任兩
名或以上人士共同擔任核心職能主管，以共同管理某項特定核心職能

一般的適當人選規定 向證監會證明其適合併符合以下條件：

 • 財政狀況或償付能力；
 • 學歷或其他資歷或經驗；
 • 有能力、誠實和公正；及
 • 信譽、品格、可靠程度及財政方面的穩健性

財政資源  • 在任何時候都必須就所獲發牌照的受規管活動類別，將繳足股本及速動資金維持在不少於《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規則》所指明的有關金額

 • 有關每類的受規管活動該維持的最低繳足股本及速動資金，請參閱附錄1

圖表2. 關鍵法規要求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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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 第5類 第6類 第9類

豁免 附帶豁免

假如法團進行的若干受規管活動完全附帶於法團已獲發牌的另一類受規管活動，法團便可能無須就前者領牌。

附帶豁免適用於以下情況：

 • 已就第1類受規管活動（證券交易）獲發牌，並擬進行第4類受規管活動（就證券提供意見）、第6類受規
管活動（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或第9類受規管活動（提供資產管理）。假如擬進行的第4類、第6類
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完全附帶於第1類受規管活動業務，便無須就這三類受規管活動領牌

 • 已就第2類受規管活動（期貨合約交易）獲發牌，並擬進行第5類受規管活動（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及／或
第9類受規管活動（提供資產管理）。假如擬進行的第5類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完全附帶於第2類受規管活動業
務，便無須就這兩類受規管活動領牌

 • 已就第9類受規管活動（提供資產管理）獲發牌，並擬進行第1類受規管活動（證券交易）、第2類受規管
活動（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受規管活動（就證券提供意見）及／或第5類受規管活動（就期貨合約提供
意見）。假如擬進行的第1類、第2類、第4類及第5類受規管活動純粹是由於提供第9類受規管活動業務而
產生，便無須就該等受規管活動領牌

涉及集團成員公司的豁免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假如純粹向法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法團的全部已發行股份

的控股公司或該控股公司的其他全資附屬公司提供與受規管活

動有關的意見或服務，法團便無須就第4類受規管活動（就證
券提供意見）、第5類受規管活動（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第6
類受規管活動（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或第9類受規管活動（提
供資產管理）領牌

人员配备资源  • 委任一名合規主任和／或一名具有財務、會計、合規或風險管理背景的營運經理；及
 • 按證監會的要求須做到職責分工，所以負責人員不應執行合規職能的工作

持续培训  • 持牌法團須至少每年評估其聘用的個人的培訓需要；及
 • 持牌個人每個曆年就其進行的每類受規管活動，一般須完成至少五個小時的持續培訓

呈交经审核账目 應在每個財政年度終結後的四個月內，呈交其經審核帳目及其他規定的文件

呈交财政资源申报表 應在每月份終結後的21個曆日內向證監會 
呈交

其牌照受到不得持有客戶資產的條件所規限的法團，應於每半

年期終結後的21個曆日內向證監會呈交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

筹集框架

 • 設計和推行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政策、程序和控制措施，以滿足有關法律和法規的要求
 • 詳情請參閱《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適用於持牌法團）》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框架  • 推行適當和有效的內部控制程序，以保護其運營和客戶免受因盜竊、欺詐和其他不當行為造成的財務損失
 • 詳情請參閱《適用於證監會持牌人或註冊人的管理、監督及內部監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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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服務範圍

德勤提供完整和專門的解決方案，以滿足您的需求。我們的法規專家團隊擁有豐富的商業知識和經驗，並對行業慣例有深入的了

解。憑藉我們於諮詢實踐的全球專業資源網絡，我們可提供擁有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士來滿足您在不同業務運營中的各種需求。我們

致力為客户提供所需的服務，有關德勤如何幫助您滿足法規要求的更多信息，請聯繫我們。

香港證監會牌照的申請  | 德勤服務範圍 & 聯繫我們

可行性研究

 •評估公司的當前業務和
運營結構或計劃的業務
活動是否構成《證券及
期貨條例》規定的受規
管活動；

 •建議應申請的證監會牌照
以及持續法規責任；及

 •協助遵守證監會設定的
一般適當人選的規定和
能力要求

領取牌照後的持續支持

 •協助管理層持續遵守法規
責任及準備其他規定文件

提交牌照申請後

 •在法團向證監會提交申請
後，協助管理層解答證監
會提出的查詢

準備和提交申請

 •協助管理層準備申請表和
相關文件

聯絡我們

何頌佳

合夥人

德勤香港

電話：+852 2852 6489
電子郵件：teho@deloitte.com.hk

張彥博

總監

德勤香港

電話：+852 2852 6609
電子郵件：wilcheung@deloitte.com.hk

楊健聰

總監

德勤香港

電話：+852 2852 1938
電子郵件：adyeung@deloitt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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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繳足股本及速動資金的最低要求

受規管活動 繳足股本的最低數額 速動資金的最低數額

第1類—

(a) 如該法團屬核准介紹代理人或買賣商 不適用 $500,000

(b) 如該法團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 $10,000,000 $3,000,000

(c) 如屬其他情況 $5,000,000 $3,000,000

第2類—

(a) 如該法團屬核准介紹代理人、買賣商或期貨非結算交易商 不適用 $500,000

(b) 如屬其他情況 $5,000,000 $3,000,000

第3類—

(a) 如該法團屬核准介紹代理人 $5,000,000 $3,000,000

(b) 如屬其他情況 $30,000,000 $15,000,000

第4類—

(a) 如該法團就第4類受規管活動受到不得持有客戶資產的發牌條件所規限 不適用 $100,000

(b) 如屬其他情況 $5,000,000 $3,000,000

第5類—

(a) 如該法團就第5類受規管活動受到不得持有客戶資產的發牌條件所規限 不適用 $100,000

(b) 如屬其他情況 $5,000,000 $3,000,000

第6類—

(a) 如該法團擔任保薦人：
 – 持有客戶資產
 – 不得持有客戶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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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100,000

(b) 如該法團並非擔任保薦人：
 – 持有客戶資產
 – 不得持有客戶資產

$5,000,000
不適用

$3,000,000
$100,000

第9類—

(a) 如該法團就第9類受規管活動受到不得持有客戶資產的發牌條件所規限 不適用 $100,000

(b) 如屬其他情況 $5,000,000 $3,000,000

來源：證監會發牌手冊—20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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