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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檔號：B1/15C 

G16/1C 

 
 

致：所有認可機構

行政總裁 

 
敬啟者： 

 

適用於銷售投資產品予私人銀行客戶的優化措施 

 

鑑於私人銀行的客戶群及運作模式有別於零售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與私人銀行業界經過詳細討論後，推出私人銀行就實施

2009 年 3 月 25 日通告內所載的優化措施的彈性版本。該版本載於附件， 

並只供以私人銀行形式營運或設有專責的私人銀行部門的認可機構（統

稱為「私人銀行」）1用於處理與私人銀行客戶的往還。  

 
金管局預期認可機構不遲於本通告發出日期起計 4 個月內遵守該等措施。然而，

私人銀行應如常確保就銷售投資產品予客戶制定足夠的管控措施。 

 
貴機構如就本通告有任何查詢，請聯絡杜瑞虹女士（電話： 2878-1582）  

或黃靜婷女士（電話：2878-1604）。 

 
1
 正如金管局於  2010 年  5 月  20 日及  2011 年  4 月  18 日發出的通告所載，認可機構只
應在以下情況下將一名人士歸類為私人銀行客戶： (i) 該人士與有關的認可機構保持個
人化關係； (ii) 接受該認可機構提供的個人化銀行服務或投資組合管理服務；以及 (iii)  

由該認可機構管理的資產（管理資產值） 至少達 100 萬美元。金管局預期私人銀行合
理地遵守此管理資產值的規定，  並根據客戶與銀行的關係的真正性質來作出判斷，  以確
保是個人化的管理，而不是把零售財富管理當作是私人銀行服務。貫徹這精神，  金管
局接納在特殊情況下，  私人銀行客戶的管理資產值因市場變動或其他實際原因而低於  
100 萬美元的限額（ 如由現有的重要客戶轉介的親友， 並與機構有真正的私人銀行業務
關係）。 



 

 

助理總裁（銀行操守） 

戴敏娜 

 
2012 年 1 月 20 日

本通告另備附件  

副本送交：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收件人：中介團體監察科高級總監浦

偉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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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銀行如何應用金管局於  2009 年 3 月 25 日發出的通告「實施《金管局就分銷與雷曼集團公司相關的結構性投資產品的事宜
提交的報告》中的建議」所載的措施  

 

建議 優化措施的彈性版本 

金管局於 2009 年 3 月 25 日發出的通告的附件 1 

5 包含衍生工具的零售結構性產品或所有零
售衍生產品須註明「健康警告」。 

 向私人銀行客戶銷售包含衍生工具的結構性產品 1時採納以下的「健康警
告」：  

 

「  This is a structured product which involves derivatives. Do not invest 

in it unless you fully understand and are willing to assum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it. If you  are  in  any  doubt about the  risk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 you may clarify with the intermediary or seek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advice. 」 或 
 

「此為涉及衍生工具的結構性產品。除非閣下完全了解及願意承擔所涉風險，否則切
勿投資此產品。閣下如對此產品所涉及風險有疑問，應詢問有關中介人或徵詢獨立專
業意見。」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結構性產品的條款單張應列載「健康警告」聲明，  
而私人銀行無論是否向專業投資者銷售該等產品，都應在完成銷售前提供
有關文件予客戶。如結構性產品沒有條款單張，私人銀行應在交易前向客
戶提供或寄發產品小冊子，而該小冊子應列載或夾附「健康警告」聲明。
私人銀行應就此適當備存可供查核記錄。  

 

 若私人銀行已按照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要求向客
戶提供產品資料概要，「健康警告」規定則不適用。  

 

 私人銀行應適當地披露及解釋投資產品的主要特性及風險（包括「健康警

告」聲明），以協助每名客戶作出有根據的決定，同時亦應採用客戶容易  

 

1
 就「健康警告」規定而言，所有交易所買賣產品及固定收益證券（如可換股債券及可轉換優先股）並不包括在「包含衍生工具的結構性產品」的定義內。然而，若
私人銀行建議客戶買賣這類投資產品，金管局預期私人銀行會進行適當程序以確定產品適合客戶，以及作出適當的風險披露，包括「健康警告」。 

Recommendations 5, 15 and 18 of Annex to this circular have been superseded by the HKMA’s circular dated 25 September 2019 on 

“Investor Protection Measures in respect of Investment, Insurance and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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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優化措施的彈性版本 
  明白的語言作出該等披露及解釋（尤其是在以口頭方式提供的情況下）。 

12 為投資者提供進一步的保障，客戶風險狀
況評估應獨立於銷售程序，並由與銷售無
關的職員進行。客戶應獲提供有關其風險
狀況分析的副本，並被要求確認同意風險
狀況分析正確。另應強制規定為評估程序
錄音。 

 私人銀行應有足夠的程序以確保遵守「認識你的客戶」及為客戶提供合理
適當建議的規定（《操守準則》2第 5.2 及 5.3 段）。  

 不會強制私人銀行：  
 

(i) 分隔客戶風險狀況評估與銷售程序；  
 

(ii) 由與銷售無關的職員進行客戶風險狀況評估；以及  
 

(iii) 為客戶風險狀況評估程序錄音。  
 

 私人銀行應有足夠的程序，透過以下方法取得客戶確認風險狀況評估及收
到有關評估的副本：  

 

(i) 於面談中要求客戶書面確認；或  
 

(ii) 郵寄客戶風險狀況評估的副本予客戶，並透過電話跟進，且應予錄
音，以提醒客戶該文件的重要性及客戶應審閱該文件，亦應提醒客
戶如對有關文件有不同意之處或客戶尚未收到文件，客戶應通知銀
行。  

 

私人銀行應妥善備存可供查核記錄，以確保其已採取有關措施以及方便檢索有關
記錄，例如向客戶發出評估副本的時間和發件人及以電話跟進的時間和負責人
員。 

 

2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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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優化措施的彈性版本 
   私人銀行應制定清晰的政策及程序，  以釐定檢討客戶風險狀況的頻率。檢

討的頻率應合理，亦可按照個別客戶的情況而釐定。鑑於市場普遍慣例是
每一至兩年檢討一次，因此除非有關客戶選擇不進行檢討，並確認其情況
並沒有重大變動以致需要更新其風險狀況，否則金管局預期私人銀行至少
每兩年為其客戶檢討風險狀況一次。為免引起疑問，選擇不進行檢討的安
排只適用於當前的檢討，在其後的檢討周期中，私人銀行應再次聯絡客
戶，以更新客戶的風險狀況。私人銀行應確保妥善記錄客戶選擇不進行檢
討的要求及確認，並加以備存作為憑證。私人銀行應留意根據《操守準
則》，私人銀行須遵守證監會的要求：如《操守準則》第  15.2B 段下的專
業投資者不在相關市場進行交易或停止買賣有關產品超過兩年，私人銀行
應對該客戶的認識、專業知識及投資經驗重新進行評估。 

 

一般來說，私人銀行應提醒客戶若其狀況有任何重大變動，以致需要更新其風險
狀況，客戶應通知銀行。 

 

 為了確保有效的溝通，在進行「認識你的客戶」及產品合適性評估的程序
時，有關書信及對話應採用客戶容易明白的語言。  

13 應檢討銷售點的監管規定，以引入強制規
定，為銷售過程及相關安排錄音。 

 《操守準則》規定註冊人在銷售投資產品予客戶時須進行適當的產品合適
性評估。金管局認為私人銀行必須制定合理的程序及記錄，以證明其已符
合這項規定。  

 

 私人銀行亦可以文件（而非錄音）形式記錄其認為產品適合有關客戶的理
據，及證明其已向該客戶提供有關文件的副本作為記錄（即按照證監會的  

《有關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題》3）。 

14 若註冊機構持續檢討所售投資產品的風  

險評級時，給予產品較高的風險評級，   
 私人銀行應對其售予客戶的所有投資產品（以下 (i) 及(ii)所述的產品除外）  

進行產品盡職審查及持續檢討產品的風險評級。尤其若私人銀行就產品給 

 

3
 證監會於 2007 年 5 月 8 日發出的《有關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題》 



附件 

4 

 

 

 

建議 優化措施的彈性版本 
 機構應向接受其推薦及購買了該產品的客

戶披露有關情況。 
予風險評級，並其後將評級調高，私人銀行應通知客戶。 

 

(i) 應客戶要求特別制定的投資產品，而該產品並非在私人銀行的產品
名單內；或  

 

(ii) 並非由私人銀行作出招攬或建議的投資產品（即私人銀行只負責執
行交易，或因應客戶要求而「轉入」銀行的投資產品） 及有關產品
並非在私人銀行的產品名單內。  

 

為免引起疑問，倘若私人銀行與客戶之間有持續的關係，私人銀行應確保定期監
察客戶的投資及在適當情況下，就任何重大變動通知客戶。 

 

 在決定某項交易可否被視為「特別制定」或「轉入」或「只負責執行」以
確定第 14 項建議並不適用時，私人銀行應審慎處理，並確保其客戶的指示
包含足夠的具體細節，從而識別該類產品。舉例來說，如產品是在私人銀
行的產品名單內，或如客戶只概括提及若干可能與多項產品吻合的特性，  
私人銀行從而為客戶挑選或向客戶建議其中一項產品，則私人銀行須實施
第 14 項建議。  

 

 私人銀行有責任證明某項產品是由客戶主動要求特別制定或購買，而並非
由銀行建議的。私人銀行應為此備存適當的可供查核記錄。 

15 若銷售的投資產品，其產品風險評級與客
戶風險狀況之間出現風險錯配，應保存完
整文件詳細記錄客戶作出該投資決定的原
因、為銷售程序錄音，以及由有關機構的
主管人員加簽確認。 

 上文所載有關應用第 13 項建議的原則亦適用於本建議。  
 

 在風險錯配的情況下，銷售人員應以文件記錄仍認為所建議的產品合適客戶
的理由，或在銷售人員已告知客戶其欲購買的產品並不適合的情況下，銷售
人員應以文件記錄客戶仍堅持買入有關產品的理由，以及私人銀行應向有關
客戶提供該文件記錄的副本。  

 

 為免引起疑問，將客戶與產品的風險級別進行機械式配對未必能符合證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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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優化措施的彈性版本 

  有關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規定。私人銀行在決定某項產品是否適合客戶
時，應備存記錄以證明其已顧及客戶的投資目標、投資經驗及財政狀況 
（如淨資產、投資集中情況等），並確定客戶明白有關投資的性質及風險， 以及
有足夠淨資產以承擔有關風險及承受潛在投資虧損。 

17 由金管局（以及註冊機構本身）定期進行
喬裝客戶檢查，以測試銷售程序，並由金
管局委託進行客戶調查試驗計劃， 從而評
估有關調查能否提供有用資料以供審查長
期客戶關係涉及的特定事項。 

私人銀行獲豁免推行喬裝客戶檢查計劃。由於私人銀行業務是建基於個人化的客戶關
係，因此不可能實行該計劃。 

18 從事認可機構證券業務的職員的薪酬結
構，應在金管局對認可機構證券業務進行
的現場及非現場審查中受到更大重視。 

私人銀行應制定足夠程序及管控措施，確保前線銷售人員所獲的花紅不會純粹根據
財務表現來計算，而是會顧及其他因素（包括遵守最佳營運手法指引及操守準
則）。 

金管局於 2009 年 3 月 25 日發出的通告的附件 2 

10 屬註冊機構的認可機構，可繼續經營證券
業務（包括向零售客戶出售投資產品），
但應採取措施，確保更清楚劃分傳統的接
受存款業務和零售證券業務， 包括： 

 

 分隔認可機構零售證券業務與一般
銀行業務的位置  

 規定參與向零售客戶銷售投資產品
的職員不應參與一般銀行業務  

 規定認可機構以標誌及警告字句清  
楚劃分存款與投資，尤其後者所涉 

由於私人銀行與零售銀行的運作模式不同，因此私人銀行獲豁免遵守這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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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優化措施的彈性版本 

 及的風險 
 規定完全分隔零售客戶存款戶口與

投資戶口的資料，並禁止認可機構
利用存款相關資料向零售客戶推介
投資業務。  

 

11  上述分隔形式應適用於認可機構的
保險業務及其他投資業務。  

由於私人銀行與零售銀行的運作模式不同，因此私人銀行獲豁免遵守這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