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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應連同引言與收錄本手冊所用縮寫語及其他術語的辭彙一起細閱。若

使用本手冊的網上版本，請按動其下劃有藍線的標題，以接通有關章節。 

 
_______________ 

 

目的 

說明金管局就認可機構進行槓桿式外匯交易 (包括有關槓桿式外匯

交易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及客戶評估方面)所採取的監管模式  

分類 

金融管理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7(3)條發出的法定指引  

取代舊有指引 

第  7.2 號指引《槓桿式外匯買賣規則》，發出日期為 1994 年 12 月

19 日；第 7.4.1 號指引《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7(3)

條發出的槓桿式外匯交易指引》，發出日期為  1995 年  11 月  16 日；

第  7.5 號指引《就槓桿式外匯交易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及客戶評估

的操守》，發出日期為 1996 年 3 月 22 日；及  

SB-2「槓桿式外匯交易――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 (V.1)，發出日

期為 2003 年  3 月  28 日  

適用範圍 

所有認可機構  

http://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nual/IN-Ch.pdf
http://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supervisory-policy-manual/GL-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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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 

 

1. 引言 

1.1  術語  

1.1.1 在本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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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訪」指親身探訪，或以任何方式作出的通訊，

不論是以機械、電子、磁力、光學、人手或其他

媒介，或藉光、影像或聲音或其他媒介的產生或

傳送作出的；  

•  「法團」、「持牌法團」、「有連繫法團」及「指

明證券交易所」應如《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1

的定義；  

•  「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應如《證券及期貨條例》

附表  5 的定義；  

•  「槓桿式外匯交易」應如《證券及期貨條例》附

表  5 第  2 部的定義。廣義來說，它指  ( i)  訂立或

要約訂立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或誘使或企圖誘

使他人訂立或要約訂立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  

( i i)提供任何財務通融，以利便進行外匯交易或 

( i)項所提述的作為；或  ( i i i)與另一人訂立或要約

與另一人訂立一項為訂立合約而作出的安排，或

誘使或企圖誘使某人與另一人訂立一項為訂立

合約而作出的安排（不論該項安排是否在酌情決

定的基礎上訂立），以利便進行  ( i)或  ( i i)項所提

述的作為。這包括（但不限於）保證金交易；  

•  「保證金交易」指認可機構與交易對手之間進行

購買或出售外幣的任何交易，其中交易對手只須

交予認可機構合約價值的一小部分，若在合約期

內有關貨幣的匯率變動對他不利，他便須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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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補足相應的差額，然後藉參照匯率差

距作最後結算，並不作實際交付；  

•  「註冊機構」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得註

冊的認可機構；  

•  「證監會」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  

•  「未獲邀約的造訪」指並非應被造訪的人的明示

邀請而作出的造訪。就本定義而言，該人不得僅

因提供其聯絡辦法資料，包括地址、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或電子郵件地址，而屬明示邀請對他作

出造訪。  

1.1.2  上述法律術語註釋只供一般參考之用。有關法律術語

的全面說明及定義，應直接參考《證券及期貨條例》。

若需要確切的詮釋，應尋求法律意見。  

 

1.2 法定豁免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  

1.2.1 認可機構無需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就第3類受規

管活動所定的註冊制度及證監會根據該條例制定的

有關這類活動的規則。這項安排確認認可機構須遵守

《銀行業條例》就它們本身所定的監管制度。  

1.2.2  然而，《證券及期貨條例》某些條文（  如第300條 1及

第301條 2）均普遍適用於所有人士。因此，認可機

                                   
1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00 條是關於在證券、期貨合約或槓桿式外匯交易方面使用欺詐或欺

騙手段等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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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尤其已有涉及槓桿式外匯交易者）應熟知該條例

內這些條文。  

2. 進行槓桿式外匯交易活動 

2.1  一般原則  

2.1.1 金管局期望認可機構以負責、誠實與務實而有條理的

態度進行槓桿式外匯交易活動。認可機構應為槓桿式

外匯交易活動設有足夠的內部管控制度。  

2.1.2 認可機構必須公平地對待客戶，以及在提供意見和金

融產品時顧及客戶的利益。在提供意見時，有關意見

應客觀，應以客戶本身的背景狀況為基礎，並考慮產

品的複雜性和所涉的風險，以及客戶的財務目標、知

識、能力及經驗。  

2.1.3 認可機構應就槓桿式外匯交易充分披露相關的風險，

及確保客戶願意並且有足夠的淨資產以承擔因保證

金交易而可能招致的風險和損失。  

 

2.2 未獲邀約的造訪  

2.2.1 儘管一般豁免的做法適用於認可機構，但《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 174 條（除在有限度的例外情況外）禁

止註冊機構在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期間就槓桿式外

                                                                                                  
2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01 條是關於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以誘使他人訂立槓桿式外匯

交易合約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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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交易合約訂立某些協議。 3 

2.2.2  根據《證券及期貨（豁除某等未獲邀約的造訪）  規

則》，《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74 條並不適用於以下

情況的任何未獲邀約的造訪：  

•  該造訪屬獲准許的通訊（依照該規則的定義）；

或  

•  該造訪由註冊機構按照《金融管理專員指引》的

適用規定而就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進行。  

2.2.3  本法定指引正是《證券及期貨（豁除某等未獲邀約的

造訪）規則》所指的《金融管理專員指引》。  

2.2.4  雖然《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74條及《證券及期貨（  豁

除某等未獲邀約的造訪）  規則》並不適用於非註冊

機構的認可機構，金管局預期就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

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的所有認可機構均應遵守本指

引第3節的具體規定。  

 

2.3 派發標準宣傳物品  

2.3.1 若標準宣傳物品並不是在親身探訪或其他互動式對

話期間派發予公眾人士，此舉本身可被詮釋為獲准許

的通訊。這項詮釋是基於兩點作出，包括《證券及期

貨(豁除某等未獲邀約的造訪)規則》對獲准許的通訊

                                   
3 除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外，《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74 條亦禁止透過未獲邀約的造訪就證券、

期貨合約及證券保證金融資訂立某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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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的定義，以及這種通訊無需接收人作出即時回應

的事實。 4 

2.3.2  同樣地，《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74 條並不適用於

將標準宣傳物品連同戶口結單一起發出予一般銀行

客戶的做法。  

 

3. 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及客戶評估 

3.1  選擇客戶  

3.1.1 認可機構透過未獲邀約的造訪為槓桿式外匯交易合

約進行市場推廣及宣傳，應以其認為有能力明白及承

受這些合約可能帶來的潛在財務風險的客戶為對象。

認可機構應考慮到事實上某些客戶未必能夠完全明

白這些合約涉及的風險及責任，或這些合約可能會在

其他方面不適合某些客戶。  

3.1.2 就這些客戶而言，未獲邀約的造訪或會使他們進行一

些其未有作好準備，並且若非有這些造訪他們便不會

進行的交易。因此，認可機構應制定適當政策及程序，

以識別其認為不宜作為未獲邀約造訪對象的客戶。  

3.1.3 若這些客戶主動接觸認可機構以訂立槓桿式外匯交

易合約，認可機構可決定進行這項交易，但應確保按

                                   
4 根據《證券及期貨（ 豁除某等未獲邀約的造訪） 規則》，  由於有關通訊並不要求接收人對

該項通訊作出即時回應，這顯示它是屬於獲准許的通訊的其中一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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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慣常程序對客戶進行適當的信貸評估，並向客戶充

分說明涉及的風險。   

 

3.2 透過未獲邀約的造訪進行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的市場推廣  

3.2.1 金管局預期認可機構應有選擇性地進行槓桿式外匯

交易合約的市場推廣及宣傳。因此，為游說某人訂立

槓桿式外匯交易，認可機構可：  

•  造訪與認可機構已訂立書面協議的某人，而在該

書面協議下，由認可機構向該人提供、與該人交

易或代該人進行槓桿式外匯交易合約；  

•  造訪於造訪當日在認可機構持有超過 75 萬元存

款或擁有超過 75 萬元由認可機構或有連繫法團

或兩者其中一方或兩方管理（不論以全權委託或

非全權委託方式）的資產的任何人；  

•  造訪某機構客戶的有連繫法團而該法團達到上

述存款或資產額要求；  

•  造訪在指明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法團，或是這些法

團的有連繫法團；  

•  造訪已繳足股本不少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規則》就新申請者所定上市時的最低預

計市值的法團，或是這些法團的有連繫法團；  

•  就保證金交易合約以外的合約造訪任何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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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訪另一認可機構或這些認可機構的有連繫法

團；  

•  造訪持牌法團或這些法團的有連繫法團；或  

•  造訪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獲授權的

保險人，或這些保險人的有連繫法團。  

3.2.2  若造訪對象是某法團，這些造訪應向獲授權代表該法

團進行交易的人士進行。  

3.2.3  認可機構應注意第  1.1.1 段有關「造訪」的定義，並

確保無論以電話方式或在分行範圍內接觸某人，上述

有關市場推廣的規定均獲得遵守。   

 

3.3 進行未獲邀約造訪的員工的條件  

3.3.1 認可機構應設立足夠的內部程序，以確保只有條件適

合的員工才可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這些員工應具備

槓桿式外匯產品的必要知識，並熟知認可機構有關進

行未獲邀約造訪的政策及程序，以及本指引的規定。

認可機構應為這些員工提供適當培訓。  

3.3.2  金管局預期認可機構在被要求時應能提出證據，證明

它們有能力對有關員工所進行的未獲邀約造訪進行

足夠監管。備存這些證據的方式應能方便內部審計人

員或金管局查核，並可能包括以下各項：  

•  認可機構就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發出的書面政

策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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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員工的資歷及經驗的資料；及  

•  有關培訓計劃內容的資料。  

 

3.4 進行未獲邀約造訪的操守準則  

3.4.1 認可機構應確保員工進行未獲邀約的造訪時遵守以

下準則：  

•  未獲邀約的造訪不得在上午  8 時前或下午  9 時

後進行，除非客戶已具體同意可在這個時段進行

造訪；  

•  若客戶明確表示不願意繼續接受造訪，造訪者必

須立即中斷電話通話或立即離開現場；  

•  造訪者必須採取合理措施，確保客戶明白造訪的

目的及造訪者擬在造訪期間商討的投資或投資

服務的類別；  

•  造訪者不得試圖掩飾造訪的目的或客戶可能會

訂立的投資協議的性質；  

•  若客戶最近已清楚表明不願意討論某課題，造訪

者不得以討論該課題為目的而進行未獲邀約的

造訪；  

•  就保證金交易合約而言，造訪者必須向客戶作出

風險披露聲明，以明示提醒客戶注意保證金交易

的風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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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造訪者提供資料使客戶明白某項交易的性質

及風險，他應：  

-  確保資料準確無誤；  

-  確保任何經濟預測的資料是合理的，並且

以充分的研究及合理理據作為基礎；及  

-  以公正持平的態度羅列建議的利弊。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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