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 題 文 章

《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條例》下的事後收回公帑 
安排概覽

本文由處置機制辦公室提供

前言

作為金融穩定理事會成員地區及國際金融中

心，香港已實施該理事會在《金融機構有效處置

機制的主要元素》內所訂的國際標準，並設立處

置機制，以提升金融體系承受衝擊的能力及應

對20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中呈現的「大到不能

倒」現象。此舉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減低動用公帑

來挽救其一旦倒閉便會造成系統性影響的金融

機構的風險；這種情況在金融危機期間曾見諸

不少其他地區。

為此，香港處置機制下的處置資金安排提供一

項徵收事後徵費的機制，以在處置完成後向廣

泛金融體系收回存入處置資金帳戶，並已在處

置程序中動用但尚未付還的公帑。事後徵費機

制與國際標準一致，並已獲其他地區的處置機

制採納。

在2018年香港同業評審報告中，金融穩定理事會

建議香港有關當局應繼續落實處置資金機制，

包括事後徵費制度，並說明其有關向業界徵收

事後徵費的預期，以凸顯有關當局收回公帑的

意向。

因應這項建議，金融管理專員於本文概述就其

作為處置機制當局或主導處置機制當局的職權

範圍內的受涵蓋金融機構的處置徵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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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條例》（《處置條例》）1 於 

2017年7月7日生效，在香港設立跨界別處置機  
2制，指定金融管理專員為銀行界實體（包括所有

認可機構）的處置機制當局。《處置條例》亦指定

金融管理專員為所有包含銀行界實體的現有跨

界別集團的主導處置機制當局。  3 

雖然處置機制提供方法使倒閉機構的股東及債

權人承擔倒閉（及處置）成本，但在某些情況下

處置費用可能會超出藉處置程序向股東及債權

徵收的實際費用。《處置條例》第12部列載處置

資金安排的具體條文，包括在處置完成後徵收

事後處置徵費的機制，以向廣泛金融體系收回

存入處置資金帳戶並已在處置程序中動用但尚

4未付還的任何公帑（包括尚未支付的任何相關

利息）。具體處置徵費詳情，會在財政司司長就

處置某特定實體制定的規例中列明。  5 

金融穩定委員會在  2017年對香港進行同業評

審，評審範圍包括（且不限於）香港的處置機制，

並於2018年發表報告。同業評審報告提出的其

中一項建議，是香港有關當局應繼續落實處置

資金機制，包括處置徵費制度，以「凸顯有關當

局收回公帑的意向」。6 

因應這項建議，金融管理專員進一步研究如何

就金融管理專員作為處置機制當局或主導處置

機制當局的職權範圍內的受涵蓋金融機構落實

事後處置徵費。本文就徵收事後處置徵費，以在

1 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8!zh-Hant-
HK?INDEX_CS=N。  

2 「銀行界實體」的定義載於《處置條例》第2條，指以下任
何實體：(a)  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  b)在香港以
外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c)  指定結算及交收系統的、
屬《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第584  章）第  2條所界
定的交收機構，但並非認可機構，亦不包括由特區政府
全資擁有和全權營運的交收機構；(d)  指定結算及交收系
統的、屬《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第584  章）第  2
條所界定的系統營運者，但不包括由特區政府全資擁有
和全權營運的系統營運者；(e)  指定受涵蓋金融機構，而
根據《處置條例》第6(1)(a)(ii)條指定的該機構的處置機制
當局，是金融管理專員。   

3 詳 情 見：https://w  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 
banking/bank-resolution-regime/bank-resolution-framework/ 
lead-resolution-authority/。

4 根據《處置條例》第176條，「公帑」指某帳戶中的款項，
而該款項屬 (a)《公共財政條例》（第2  章）第2條所界定的
公帑；或  (b)由特區政府或任何公職人員控制的其他款
項。「處置資金」指存入處置資金帳户的公帑。「處置資
金帳戶」指有處置資金或其他指明款項存入或支出的帳
戶。  

5 見《處置條例》第181條。  

6 該 報 告 第50頁 第7項 建 議：h  ttps://www.fsb.org/wp-
content/uploads/P280218-1.pdf。該建議另一部分是就資
金融資安排的設計方案作出規劃，藉以落實處置資金安
排。金管局已就此，在經修訂的為銀行提供的流動資金
安排架構下推出全新的處置資金安排，以提供在處置
程序中所需的流動資金。見  h ttps://www.hkma.gov.hk/chi/ 
key-functions/money/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hong-kong-
dollar-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8!zh-Hant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banking/bank-resolution-regime/bank-resolution-framework/lead-resolution-authority/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banking/bank-resolution-regime/bank-resolution-framework/lead-resolution-authority/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banking/bank-resolution-regime/bank-resolution-framework/lead-resolution-authority/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280218-1.pdf
https://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280218-1.pdf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money/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hong-kong-dollar-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money/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hong-kong-dollar-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money/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hong-kong-dollar-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money/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hong-kong-dollar-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money/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hong-kong-dollar-liquidity-facility-framework/
https://www.hkma.gov.hk/chi
https://www.fsb.org/wp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8!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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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處置後收回所動用但尚未付還的任何處置

資金（即存入處置資金帳戶的公帑），概述載於

《處置條例》第12部的處置徵費條文。本文內容

僅反映金融管理專員對此課題的初步意見，因

此不應視為金融管理專員在現階段表達任何既

定政策意向。

支援有秩序處置及保障公帑

處置機制當局 7 根據《處置條例》履行職能時，須

顧及4項處置目標 8 ，而其中一項目標為在不抵

觸實現其他處置目標的情況下力求控制處置所

需成本，從而保障公帑。  9 《處置條例》下的權力

的核心是一系列穩定措施 10 ，若符合啟動處置的

條件 11 ，處置機制當局可施行該等穩定措施，以

處置瀕臨倒閉的受涵蓋金融機構。

為支援有秩序處置認可機構，須在正常運作期

間進行處置規劃，以確保在處置程序中能有效

運用有關權力。這個過程包括制定可行及具公

信力的首選處置策略及計劃 12 ，以及排除影響有

效實施首選處置策略的障礙。  13 

處置可行性面對的其中一項主要障礙，是被處

置金融機構的吸收虧損能力不足。  2018年12月 

14日生效的《金融機構（處置機制）（《吸收虧損

能力規定——銀行界》）規則》（《吸收虧損能力規

則》） 14 ，是應對認可機構在此方面障礙的重要里

程。

《吸收虧損能力規則》旨在確保有關認可機構 15 

具備吸收虧損能力資源（LAC資源），以在其一旦

不可持續經營時，金融管理專員可處置該認可

機構，以及對其施行穩定措施，以抵銷其虧損及

利用其LAC資源恢復其資本狀況。舉例來說，可

透過對被處置認可機構施行內部財務重整穩定

措施，促使其股東及某些債權人承擔虧損，以重

整資本，從而減低動用公帑重整該認可機構的

資本的需要。

7 金融管理專員、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保險業監
管局為在其各自的現行監管權限下的受涵蓋金融機構
的處置機制當局。見《處置條例》第2條。  

8 處置目標為：(i)  促進並力求維持香港金融體系的穩定及
有效運作（包括持續執行關鍵金融功能）；(ii)力求保障受
涵蓋金融機構的存款或保險單，保障程度不低於假若該
機構清盤該等存款或保險單會在《處置條例》附表1所述
的受保障計劃下受保障的程度；(iii)  力求保障受涵蓋金
融機構的客户資產，保障程度不低於假若該機構清盤該
等資產會受保障的程度；以及 (iv)  在不抵觸 (i)、(ii)及 (iii)
段的情況下，力求控制處置所需成本，從而保障公帑。
見《處置條例》第8(1)(a)、(b)、(c)及 (d)條。  

9 《處置條例》第8(1)(d)條。  

10 在《處置條例》下處置認可機構的5項穩定措施為：(i)  轉
讓不可持續經營認可機構的股份或資產、權利或負債予
買家；  (ii)轉讓不可持續經營認可機構的股份或資產、權
利或負債予過渡機構；(iii)  轉讓瀕臨倒閉認可機構的資
產、權利或負債予資產管理工具；(iv)  內部財務重整；以
及 (v)作為最後一著，轉讓不可持續經營認可機構的股份
予暫時公有公司。見《處置條例》第5部第1分部及附表   
3、4、5及6。

11 《處置條例》第25條。  

12 《處置條例》第13條。  

13 《處置條例》第14條，以及金融管理專員根據《處置條
例》第  196條發出的《實務守則》其中一章「金管局採取的
處置規劃方法」：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 
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resolutions/RA-2_The_HKMA_ 
approach_to_resolution_planning_chi.pdf。有關制定首選
處置策略，見該章第4  部。  

14 見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8B!zh-Hant-
HK?INDEX_CS=N。本文遵照《吸收虧損能力規則》的做
法，以「吸收虧損能力」作為名詞，並將「LAC」作為形容
詞運用。   

15 根據《吸收虧損能力規則》，金融管理專員可將某間在香
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香港控權公司及香港相聯營
運實體歸類為處置實體或重要附屬公司，而隨後該認可
機構或相關實體將須遵守《吸收虧損能力規則》下的LAC
規定。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resolutions/RA-2_The_HKMA_approach_to_resolution_planning_chi.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resolutions/RA-2_The_HKMA_approach_to_resolution_planning_chi.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resolutions/RA-2_The_HKMA_approach_to_resolution_planning_chi.pdf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8B!zh-Hant-HK?INDEX_CS=N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8B!zh-Hant-HK?INDEX_CS=N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8B!zh-Hant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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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置程序中暫時運用公帑

雖然實施《吸收虧損能力規則》應能大為減低在

認可機構處置程序中對公帑構成的風險，但並

不完全消除金融管理專員或須在某些情況下考

慮暫時調撥公帑至處置資金帳戶，從而為進行

有秩序處置提供支援的可能性。例如在某些情

況下，處置費用  16 可能超出陷入財政困難的認可

機構能夠吸收或其債權人及股東能夠承擔的水

平，又或者對有關認可機構收取  17 處置所引致的

費用可能阻礙實現處置目標。  18 另一個例子是透

過金管局的流動資金安排架構下的處置資金安

排，向已於香港進入處置程序的認可機構提供

臨時流動資金支持，以確保有關認可機構有足

夠流動資金履行其財務責任，直至有關認可機

構回復至可於市場獲取所需資金之時。

即使在該等情況下，處置機制當局仍會按《處置

條例》的規定及如圖  1所說明，審慎考慮任何須

暫時動用處置資金（即存於處置資金帳戶的公

帑）的情況。尤其在動用存於處置資金帳戶的款

項以對某認可機構施行穩定措施前，金融管理

專員作為處置機制當局必須考慮有關認可機構

本身有多少資源可供運用，包括：  (a)該認可機構

有多少負債可予撇帳或轉換，以能用作吸收虧

損及重建資本狀況；  (b)該認可機構有多少資產

可予出售；或  (c)該認可機構可在私營範疇取得

多少資金。  19 

 圖  1 

暫時運用及收回處置資金圖解

處置前夕

暫時運用處置資金為

有秩序處置進行籌備工作1
符合啟動處置的

第1、2及3項條件

處置進行中

在考慮金融機構本身可供運用

資源後，暫時運用處置資金

處置金融機構2

向金融機構或控權公司及

金融機構收取處置機制

當局或主導處置機制當局恰

當地招致的所有合理費用，

以收回有關費用3

尚未付還處置資金

處置完成

藉財政司司長制定的處置徵費

規例，按立法會訂明的徵費率

施加處置徵費4

註 
1. 《處置條例》第178(1)(a)(i)條。 
2. 《處置條例》第178(3)條。 
3. 《處置條例》第177條。 
4. 《處置條例》第180、181及182條。

16 潛在費用包括就相當可能成為被處置實體的某實體籌   
備或訂立第5部文書（例如直接引致施行穩定措施的籌
備工作）涉及的費用；或因施行穩定措施（例如在實施處
置過程中進行「任何債權人所得不會遜於清盤程序」評
估或委任顧問支援處置機制當局）而引致的費用。

17 若已符合啟動處置的條件，並因此對有關認可機構（或
其控權公司或相聯營運實體）施行穩定措施，金融管理
專員作為處置機制當局可能向該倒閉認可機構（或如對
其控權公司施行穩定措施，則對倒閉認可機構及其控權
公司兩者）收取處置機制當局為籌備或實施處置或與籌
備或實施處置相關而恰當地招致的所有合理費用。見
《處置條例》第177條。  

18 見《處置條例》第177(3)條。  

19 見《處置條例》第178(3)條。



5香港金融管理局季報  二〇一九年九月

專 題 文 章 《金融機構（處置機制）條例》下的事後收回公帑安排概覽

 

 

 

 

 

 

處置徵費   —— 收回尚未付還的公帑

《處置條例》就徵收處置徵費，以在完成處置時

全數收回存入處置資金帳戶並已動用但尚未付

還的任何公帑（包括任何尚未支付的利息）  20（見

圖2）。處置徵費可向在被處置實體所屬或曾屬

的同一界別營運的受涵蓋金融機構，或該等受

涵蓋金融機構中的某個類別徵收。  21 

以處置徵費形式收回的款項，不得多於尚未付

還的處置資金及尚未支付的利息的總和。  22 

根據《處置條例》，財政司司長可為徵收與處置

某特定實體相關的徵費，制定處置徵費規例，

以列明具體細節。  23 由於處置徵費屬事後追討

機制，因此只會按個別具體情況在處置完成時

制定處置徵費規例。  24 在制定任何處置徵費規例

前，財政司司長必須諮詢相當可能受處置徵費

影響的每個界別，以及每個處置機制當局及公

眾。25 

 圖  2 

制定處置徵費圖解

處置徵費

 只可在完成處置時在尚未付還的處置資金或尚未支付的應付利息的範圍內施加徵費。  

 以處置徵費形式收回的款項，不得多於尚未付還的處置資金及尚未支付的利息。  

 處置徵費可向與被處置實體所屬或曾屬的同一界別的受涵蓋金融機構，或該等受涵蓋金融機構中的某個類別徵收。  

規例

財政司司長可為徵收與處置某特定實體相關的徵費，或就徵收該等徵費，訂立規例。  

財政司司長必須諮詢相當可能受徵費影響的每個界別，以及每個處置機制當局及公眾。  

規例可指明須支付徵費的實體範圍、就不同類別的實體訂定不同條文、應支付徵費款額的評定方法，以及其他程序事宜。  

徵費率

‧

‧

‧

‧ 

‧ 

‧ 

‧ 立法會可按財政司司長建議，按照財政司司長訂立的規例，藉決議訂明徵費率。  

 有關決議不得在自憲報刊登該決議當日起計的1個月屆滿前開始實施。  ‧

‧

 追討徵費 

 任何須由某實體支付並已到期須付的徵費款項，均可作為欠特區政府的民事債項，而在具有司法管轄權的法院，
向該實體追討。 

20 可參照現行市場利率，就處置資金尚未付還的本金，向   
處置資金帳户收取利息，直至該資金付還為止。見《處
置條例》第178(8)條。  

21 見《處置條例》第180(3)條，該條亦列載適用於屬金融市   
場基建或認可交易所的被處置實體的特定條文。   

22 見《處置條例》第180(2)條。

 

23 見《處置條例》第181(1)條。
24 見《處置條例》第180(1)條。  

25 見《處置條例》第18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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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制定處置徵費規例後，立法會可按照財政司

司長建議，根據處置徵費規例藉決議訂明處置

徵費的徵費率。26   處置徵費規例將可因應每項決

議的特定情況，設定適度釐定處置徵費及徵費

率的參數，其中可包括：   

(i) 處置徵費範圍：處置徵費規例可指明什麽實

體或屬何類別的實體須支付處置徵費，並就

不同類別的實體，或就同一類別的實體中的

不同實體，訂定不同的條文。27   此方法體現

被確定為須符合某特定處置徵費要求的實體

未必年年保持不變，並且容許有靈活度，可

視乎被處置實體所屬或曾屬的類別，然後指

明應歸入某特定處置徵費範圍的一個或多個

類別的受涵蓋金融機構。這安排可以照顧到

以下可能發生的情況：在進行處置後（例如

基於業務組合變化、重組、併購等原因），相

關的受涵蓋金融機構可被歸入（或被剔出）某

個須遵守處置徵費要求的實體類別。同樣，

處置徵費規例可以有靈活度，按須支付徵費

的金融機構何時成為受涵蓋金融機構，或何

時不再是受涵蓋金融機構，訂定不同的條

文。28 

(ii) 釐定處置徵費方法的相關事項：根據《處置

條例》，處置徵費規例可訂明評定有關某特

定實體或實體類別須支付的處置徵費款額的

方法，包括該方法所依據的因素。這些因素

可包括但不限於：  (i)該實體（或其集團公司）

活動的規模或數量；  (ii)因該實體（或其集團

公司）不可持續經營而對香港金融體系的穩

定及有效運作構成的風險，而其基礎是財政

司司長認為相關的因素 29；以及 (iii)該實體（或

其集團公司）在何程度上已受惠於或相當可

能會受惠於被處置實體的有秩序處置。  30 

(iii) 支付處置徵費相關的程序事項：為促進有效

實施及執行處置徵費，處置徵費規例可指明

實施及執行處置徵費的相關程序或行政事

項。處置徵費規例可訂明處置徵費付款的方

式（例如分期或單次付款）及時間（例如實施

徵費維持的時間、每次分期付款相隔的時間

等）。  31 處置徵費規例可訂明的其他事項，包

括在何種情況下可暫時延遲某實體或某實體

集團支付該徵費，以及延遲的期間，在延遲

期間後恢復支付該徵費。32   處置徵費規例亦

可訂明關乎處置徵費或須支付該徵費的實體

的義務的任何其他事項 33 ，例如，由每個實

體選定聯絡點，方便與處置機制當局就支付

徵費聯絡。

26 見《處置條例》第182條。  

27 見《處置條例》第181(2)(a)及 (b)條。  

28 見《處置條例》第181(3)條。  

29 這些因素可包括實體的財務狀況、市場佔有率、可取代   
性、資金來源的穩定性及多元性、結構複雜性及處置可
行性，以及在同一界別內或不同界別之間的互相關連
性。見《處置條例》第181(2)(c)(ii)條。

30 見《處置條例》第181(2)(c)(iii)條。  

31 見《處置條例》第181(2)(d)條。  

32 見《處置條例》第181(2)(e)條。  

33 見《處置條例》第181(2)(f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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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別集團

根據《處置條例》，處置徵費可向被處置實體所

屬或曾屬界別內的受涵蓋金融機構徵收。然

而，若在跨界別集團內有金融機構被處置，處置

程序不僅可令被處置實體所屬或曾屬界別內的

實體受惠，亦可裨益該跨界別集團所代表的每

個其他界別內的實體。因此，《處置條例》具體訂

明，在制定評定某實體須支付的處置徵費款額

的方法時，該方法可考慮該實體或該實體的任

何集團公司在何程度上已經或相當可能會受惠

於有秩序處置。  34 在評定某實體在何程度上已經

或相當可能會受惠於有秩序處置時，其應考慮

的相關因素與上文所載評定某特定實體的處置

相關的處置徵費釐定方法的考慮因素相近。就

處置跨界別集團內某金融機構而制定處置徵費

規例而言，可考慮的其他考慮因素包括：  

(i) 相對系統重要性：跨界別集團在一個界別

的系統重要性或會較其在另一界別的系統

重要性大；例如，跨界別集團在某一界別

的受涵蓋金融機構的規模相對整體市場而

言屬於較大，其在某一個或多個市場與其

他金融機構的相連關係更強，或其在該界

別提供的功能對香港金融體系穩定及有效

運作屬關鍵。另可考慮跨界別集團進行的

主要業務（例如跨界別集團的主要業務「足

印」）。  

(ii) 跨界別集團的性質及功能：就處置某跨界

別集團內多於一間不同界別的金融機構而

言，處置徵費可向每個相關界別徵收。例

如，若某認可機構和證券及期貨界實體 35   均

作為跨界別集團處置行動的一部分來進行

處置，則應考慮向銀行界以及證券和期貨

界 36 徵收處置徵費。   

(iii) 其他考慮因素或資料：這可包括其他考慮

因素或資料，或能有助說明被處置金融機

構所屬或曾屬的相同界別以內的其他受涵

蓋金融機構及其集團公司在何程度上已經

或相當可能受惠於處置行動。

前瞻

作為銀行界實體的處置機制當局以及涉及銀行

業實體的指定跨界別集團的主導處置機制當

局，金融管理專員隨時作好準備，在有需要時就

制定處置徵費規例向財政司司長提供所需支援

或資料。

34 見《處置條例》第181(2)(c)(iii)條。  

35 「證券及期貨界實體」定義載於《處置條例》第2條，指以
下任何一項：(a)  屬具全球系統重要性非銀行非保險人
金融機構的持牌法團；(  b)屬某實體的分行或附屬公司
的持牌法團，而該實體屬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具全
球系統重要性保險人；或屬某控權公司的附屬公司的持
牌法團，而該控權公司是具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具全
球系統重要性保險人的控權公司；(c)  認可結算所；(d)  指
定受涵蓋金融機構，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是根
據《處置條例》第6(1)(a)(ii)條指定的該機構的處置機制當
局；(e)根據《處置條例》第6(1)(b)條指定為受涵蓋金融機
構的認可交易所。

36 「證券及期貨界」定義載於《處置條例》第2條，指由證券
及期貨界實體組成的界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