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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所有註冊機構  
 行政總裁  
 
敬啟者：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 )發出  

有關銷售複雜類別債券及高息債券的通函  
 
本通告目的是促請貴機構注意附件所載證監會今日就銷售複雜類別債

券及高息債券所發出的通函。該通函概述證監會在近期對持牌法團的

實地視察中，發現在銷售具有某些特點 1 的債券及高息債券的過程中，

在某些範疇存在的一些常見問題。  
 
註冊機構應仔細留意證監會通函的附件列出的問題及指引，以及檢討

及優化其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以處理任何與其機構有關的問題。

金管局會繼續在其監管過程中監察註冊機構遵守監管規定的情況。  
 
 
助理總裁 (銀行操守 ) 
戴敏娜  
 
2014 年 3 月 25 日  
 
本函另備附件  
 
副本送交：證監會 (收件人：中介機構部執行董事施哲宏先生 )  
 

                                                           
1 舉例說，這些特點包括屬永續性質、後償性質、可贖回、具有浮息及／或延遲

派付利息條款、可延遲到期日、屬可換股／可交換性質、具有或然撇減或彌補虧

損特點等。  



 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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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5日 

 

 

致持牌法團的通函 

 

銷售複雜類別債券及高息債券 

 
本會在近期的實地視察中，發現一些常見的問題，意味著部分持牌法團在銷售具有某些特點1

的債券及高息債券（統稱為“複雜類別／高息債券”）時須對某些範疇加倍注意。本會提醒所
有持牌法團，他們在銷售複雜類別／高息債券時應履行以下責任： 
 
 進行妥善的產品盡職審查，確保商號了解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要點； 

 
 向客戶講解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主要特點和風險，並提供相關的重要資料； 

 
 實施適當的合適程度評估程序，確保商號招攬或推介客戶購買的複雜類別／高息債券在所

有情況下也合理地適合該名客戶； 
 

 在訂立交易前或訂立交易時向客戶披露從背對背交易賺取的銷售利潤；及 
 
 制定充足的監控措施，確保商號在銷售複雜類別／高息債券時遵從所有相關監管規定2。 
 
持牌法團應仔細留意附件列出的問題和指引，以及嚴格檢討其政策和程序以處理任何與其商號
有關的問題，從而改善合規情況。 
 
本會將對被發現違反銷售手法規定的持牌法團採取適當的監管行動，並繼續採用各種監督措施

（包括視察和喬裝客戶檢查計劃）以監察持牌法團的合規情況。 

 

如對本通函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致電2231 1696與陸燕梅女士聯絡。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中介機構部 

 中介機構監察科 

 
 

連附件 

 

完 

 
SFO/IS/012/2014 
 

                                                
1
 舉例說，這些特點包括屬永續性質、後償性質、可贖回、具有浮息及／或延遲派付利息條款、可延遲到期日、屬

可換股／可交換性質、具有或然撇減或彌補虧損特點等。 
2
 如持牌法團於其他司法管轄區進行業務活動，亦請參閱證監會於 2014年 1月 28日發出的通函，標題為“有關跨

境業務活動的法規遵守事宜”。 



 
 
附錄 

 

 1 of 4 
 Tel: (852) 2231 1222 Fax: (852) 2284 4660  Website: www.sfc.hk 

A) 進行妥善產品盡職審查，確保商號了解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要點 
 

在釐定產品的合適程度時，持牌法團對他們向客戶推介的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特質和附

帶風險應有透徹認識。本會發現，某些持牌法團在進行產品盡職審查時並沒有參考發行章

程，以致可能對該債券產品（尤其是複雜類別／高息債券）沒有充分的認識（見個案一）。 

 

個案一 

大多數持牌法團都主要依賴彭博來獲取資料，從而認識債券的某些特點1及對債券進行風

險評估。他們主要評估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信貸風險和流通風險，而進行評估時只會

參照信貸評級和報價差額。這種評估產品的方式可能不足以讓商號充分了解複雜類別／

高息債券的所有要點。 

 
B) 向客戶講解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主要特點和風險，並提供相關的重要資料 
 
本會發現，某些持牌法團沒有制定足夠的程序，以確保在盡職審查中收集到的具體產品資

料能妥善地向銷售人員傳達。因此，即使銷售人員一般能夠講解債券的基本特點及所涉及

的投資風險，也可能無法向客戶充分披露產品資料（見個案二）。 

 

個案二 

一名銷售人員不清楚銷售予客戶的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特點（該票據不獲評級、屬永

續性質及具有彌償虧損特點）。一旦發生觸發事件，已投資於該票據的本金便可能會被

全數撇銷。銷售人員僅向客戶提供該產品的彭博屏幕截圖，當中並未包括所有產品特點

的詳情。該銷售人員不單沒有向客戶提供載有該產品特點的發行章程，亦沒有告知客戶

應參閱該章程。 

 
根據《有關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題》2，持牌法團應向客戶提供所推介的投資產品

的發行章程或發售通函，以及與該等投資產品有關的其他文件。部分持牌法團表示，他們

只會在客戶要求時提供發行章程。在某個案中，有持牌法團沒有就某具特別特點3的債券向

客戶提供發行章程，亦沒有告知客戶應參閱該章程，而提供予客戶的彭博屏幕截圖亦沒有

關於該產品特點的全面資訊。 

 

某些持牌法團亦會就他們招攬／推介客戶購買的債券擬備一份資料單張。本會發現，有銷

售人員僅依據從彭博獲取的有限資訊來擬備該單張，而該單張的內容並不準確及可能具誤

導成分（見個案三）。 

 

                                                
1
 這些特點包括票期、評級（例如後償）、派付定期利息的時間及會否派付定期利息，以及發行人能否行使贖回

權等。 
2
 在 2007 年 5 月發表的“有關從事財務策劃及財富管理業務的持牌及註冊人士為客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

的《常見問題》”（“《有關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題》”）問題 5的答案。 
3
 帶法定彌償虧損條款的巴塞爾二級資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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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三 

某持牌法團向客戶提供一份產品資料單張，列出其銷售的產品的主要特點，但並未向客戶
提供發售文件。本會進一步發現，該單張的內容並不準確及可能具誤導成分： 

 
i)  該產品的息票是酌情及非累積。在該單張上的產品名稱與發售文件上的不同。投資者

閱讀該單張上其他資料時，可能會被誤導以為在第一個贖回日前的派息都是固定的。 
 

ii)  該單張假設了直至第一個贖回日之前會有固定派息，從而估計出回報率（即息率），
卻沒有提及有關派息實際上屬酌情及非累計性質。 
 

iii)  該單張只顯示估計回報率，但沒有提及任何因派息屬酌情性質所附帶的缺點和下行風
險，故沒有給予持平的意見。 
 

 
C) 實施適當的合適程度評估程序，確保商號招攬或推介客戶購買的複雜類別／高息債券在

所有情況下也合理地適合該客戶 
 
許多持牌法團會將產品分為不同的風險類別，而銷售人員在進行合適程度評估時會利用此
產品風險類別將產品的風險與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互相配對。因此，採取這種做法的持牌
法團必須慎重考慮其產品風險分類方法的相關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資產的類別、特點（如
債券是否具有某些特點）和風險（如發行人的信貸風險及因債券的某些特點所附帶的額外
風險）。本會發現，在某些個案中，持牌法團對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風險分類方法明顯
存在不足（見個案四）。 
 

個案四 

部分持牌法團依據債券的某些基本特點（例如發行人的類別（如政府、公司）、發行人
所屬國家評級、票期及債券或發行人的信貸評級）得出該債券的風險評級，但沒有考慮
到該債券的某些特點存在額外風險。 
 

 
持牌法團在評估產品對客戶的合適程度時，應仔細考慮切合該客戶本身的所有相關情況，

包括集中度風險。本會發現，雖然某些持牌法團要求銷售人員評估客戶投資組合中的集中

度水平是否可以接受，但卻沒有向他們提供指引，以說明應如何在客戶投資於相關發行人

的產品或相同資產類別中具有不同風險水平的產品時評估集中度風險（見個案五及六）。 

 

個案五 

在某個案中，本會發現有客戶所投資的複雜類別／高息債券是由同一集團內不同公司發
行，而這些客戶於該等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總持有量佔他們在某持牌法團戶口內的投
資組合中的重大部分。假如這些集團公司當中任何一家的信用狀況惡化，其他相關的集
團公司便可能會面臨連鎖風險。然而，銷售人員在評估集中度風險時卻沒有考慮上述因
素，亦未有提醒客戶留意投資於由同一集團內不同公司所發行的複雜類別／高息債券的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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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六 

在另一個案例中，某持牌法團雖然向銷售人員提供了內部指引，說明為不同風險承受能
力的客戶就各個產品組別所建議的資產分配，但當中的集中度水平設定並未能充分地將
上述產品組別内風險較高的產品區分開來。例如，該指引建議風險承受能力較低的客戶
將其投資組合中的 25%分配予“非政府債券”。由於“非政府債券”的定義廣泛，故在
這產品組別中一般較其他債券附帶更多風險的複雜類別／高息債券未有被加以區分。 
 

 
持牌法團評估某產品對客戶的合適程度時，亦應考慮該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持牌法團很

多時會利用風險狀況評估問卷（“風險狀況問卷＂）來評定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本會發

現，部分持牌法團為了將客戶的風險狀況分類而採用的評分方法有欠完善（見個案七）。

如持牌法團以此有欠完善的風險狀況問卷計算得來的得分，作為向客戶推介某產品的唯一

依據，便可能導致不當銷售（無論該產品是複雜類別／高息債券或其他投資產品）。 

 

個案七 

有兩個個案，持牌法團基於客戶對風險狀況問卷的回應而將其歸類為“進取型”客戶。

然而，該風險狀況問卷的評分方法看來有欠完善，舉例來說： 

i) 假如客戶就風險狀況問卷上全部問題均剔選了中間的答案，即使某些問題的中間答案
意味著該客戶更有可能不屬於進取型投資者，仍然會被歸類為進取型投資者。以下是
這類中間答案的例子： 
 

 年齡：50-59歲（接近退休年齡的人士的投資期一般較短及會尋求減低波動性，因

此傾向不願意冒險）； 

 對客戶的投資行為的描述：只願意為追求潛在回報而承擔很小的風險。 

 
ii) 一個不願冒險的客戶（其在風險狀況問卷中表明投資目標是保本及避免虧損）假如在

其他問題上獲得的分數高，仍然會被歸類為進取型投資者。 
 

 
D) 在訂立交易前或訂立交易時向客戶披露從背對背交易賺取的銷售利潤 

 
持牌法團大多以主事人身分透過提高買價／扣減賣價的背對背交易為客戶買賣債券，從而
獲取銷售利潤。這些金錢利益須根據《操守準則》4中的相關規定作出披露。持牌法團亦須
披露以何種身分行事。本會發現有持牌法團未有披露其賺取的銷售利潤，亦未有披露本身
以何種身分行事（見個案八）。 
 

個案八 

在某個案中，持牌法團向客戶訛稱其在有關交易中以代理人的身分行事，以及未披露其
賺取的銷售利潤。這樣可能會令客戶誤以為該持牌法團在客戶的交易中沒有利益。 
 

 
 

                                                
4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操守準則》”）第8.3及8.3A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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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制定充足的監控措施，確保商號在銷售複雜類別／高息債券時遵從所有相關監管規定 
 
交易後合適程度檢閱 
 
根據《有關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題》5，中介人應確保由合資格及稱職的人員持續
檢閱客戶檔案。此舉有助確保恰當的合適程度評估程序已經完成。本會發現，部分持牌法
團即使有政策規定對其他高風險產品（例如累計股票期權等的結構性產品）的交易進行交
易後合適程度檢閱，但檢閱範圍並不涵蓋複雜類別／高息債券。 
 
培訓 

為使銷售人員具備足夠的知識水平和技能為客戶提供意見，中介人必須為銷售人員提供產

品培訓。除上文闡述的個案（個案二）顯示出銷售人員對其銷售的複雜類別／高息債券認

識不足外，本會亦發現，部分持牌法團沒有規定銷售人員必須參加相關的產品培訓。 

                                                
5
 《有關合理適當建議的責任的常見問題》問題 9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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