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10

2002 年第 202 號法律公告

2002 年第 49 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

2002 年第 202 號法律公告
《證券及期貨 (客戶款項) 規則》
目錄
條次

頁次

1.

生效日期 ......................................................................................................... B1412

2.
3.
4.

釋義 ................................................................................................................. B1412
適用範圍 ......................................................................................................... B1412
將客戶款項存入獨立帳戶 ............................................................................... B1414

5.
6.
7.

從獨立帳戶提取客戶款項 ............................................................................... B1418
如何對待在獨立帳戶內持有的客戶款項的利息 .............................................. B1420
關於客戶書面指示的規定 ............................................................................... B1420

8.
9.

關於客戶常設授權的規定 ............................................................................... B1422
收取支付客戶款項的支票 ............................................................................... B1424

10.
11.
12.

從獨立帳戶提取客戶款項以外的款項的規定 .................................................. B1424
就沒有遵守本規則的某些條文作出報告 ......................................................... B1424
罰則 ................................................................................................................. B1424

B1412

2002 年第 202 號法律公告

2002 年第 49 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

《證券及期貨 (客戶款項) 規則》
(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 章) 第 149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 的指定生效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規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不合情理” (unconscionable) 就常設授權而言，指在考慮《不合情理合約條例》(第 458
章) 第 6 條指明的因素後屬不合情理，猶如有關的常設授權屬該條例所指的合約
一樣；
“相連法團” (linked corporation) 就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而言，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法
團——
(a) 該有聯繫實體屬該法團的控權實體；
(b) 該法團屬該有聯繫實體的控權實體；或
(c) 某人士屬該法團的控權實體，亦屬該有聯繫實體的控權實體；
“書面指示” (written direction) 具有第 7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常設授權” (standing authority) 具有第 8(1)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獨立帳戶” (segregated account) 指根據第 4(1) 及 (2) 條開立和維持的獨立帳戶。

3.

適用範圍

(1) 除第 (2) 及 (3) 款另有規定外，本規則適用於符合以下說明的持牌法團的客戶
款項——
(a) 在進行該法團獲發牌進行的任何受規管活動的過程中，由該法團或代該
法團收取或持有；或
(b) 由該法團的有聯繫實體或代該實體就該受規管活動的進行而收取或持
有。
(2) 本規則——
(a) 在由持牌法團或該法團的有聯繫實體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的該法
團的客戶款項留在香港以外地方時，不適用於該等客戶款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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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曾經由持牌法團或該法團的有聯繫實體於任何時間在香港收取或持有
的該法團的客戶款項按照本規則移轉往香港以外地方時，即不適用於該
等客戶款項。
(3) 本規則不適用於在由持牌法團的客戶以該客戶的名義開立及維持的銀行帳戶
內的該法團的客戶款項。

4.

將客戶款項存入獨立帳戶

(1)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如收取或持有第 (3) 款提述的該法團的客
戶款項，則須按照第 (2) 款在香港為客戶款項開立和維持一個或多於一個獨立帳戶，
而每個該等帳戶均須指定為信託帳戶或客戶帳戶。
(2) 第 (1) 款提述的獨立帳戶須在以下機構或人士處開立和維持——
(a) 認可財務機構；或
(b) 證監會為施行本條而就一般或個別個案批准的任何其他人士。
(3)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所收取或持有的該法團的以下客戶款項款
額須按照第 (4) 款處理——
(a) 從該法團的客戶或代該客戶收取的與證券交易或期貨合約交易有關的所
有款額，但——
(i) 須減去與該等交易有關連的佣金及其他恰當收費；
(ii) 該法團在收取上述款額當日或隨後的 2 個營業日內，為履行該客戶
須就該等交易遵從關於交收或保證金的規定的義務所支付的任何款
額則除外；及
(iii) 用以補還該法團在收取上述款額當日之前的任何時候，為履行該客
戶須就該等交易遵從關於交收或保證金的規定的義務所支付的任何
款額則除外；
(b) 從獲該法團提供財務通融以利便取得和 (如適用的話) 繼續持有證券的該
法團的客戶收取，或代該客戶收取的所有款額，但用以減低該客戶對該
法團的欠款的款額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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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槓桿式外匯交易而從該法團的客戶或代該客戶收取的所有款額，但須
減去與該項交易有關連的佣金及其他恰當收費；
(d ) 從該法團的客戶或代該客戶收取的所有其他款額，但以下項目除外——
(i) (a)(i)、(ii) 及 (iii) 段提述的款額；
(ii) (b) 段提述的用以減低該法團的客戶就財務通融對該法團的欠款的
款額；及
(iii) (c) 段提述的佣金及其他恰當收費。
(4)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須在收取第 (3) 款提述的該法團的客戶款
項款額後的一個營業日內——
(a) 將該款額存入獨立帳戶；
(b) 將該筆從有關客戶或代有關客戶收取的款額支付予有關客戶；
(c) 在不抵觸第 (6) 款的規定下，按照書面指示支付該款額；或
(d ) 除第 (5) 款另有規定外並在不抵觸第 (6) 款的規定下，按照常設授權支付
該款額。
(5)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不得在以下情況下根據第 (4)(d ) 款支付該
法團的客戶款項款額——
(a) 如它支付有關款額即會屬不合情理；或
(b) 如有關的常設授權授權向該法團或有聯繫實體在香港的帳戶，或向任何
與該法團有控權實體關係或以該有聯繫實體屬為相連法團的法團在香港
的帳戶支付款額，而該帳戶並非獨立帳戶。
(6)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不得將該法團的任何客戶款項款額支付予
或准許將任何該等款額支付予——
(a) 其任何高級人員或僱員；或
(b) 和該持牌法團有控權實體關係或以該有聯繫實體屬為相連法團的法團的
任何高級人員或僱員，
但如該高級人員或僱員是該持牌法團的客戶，而該等客戶款項是從他或代他收取的，
則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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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獨立帳戶提取客戶款項

(1)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如持有在獨立帳戶內的該法團的客戶款項
款額，須將該款額一直保留在該帳戶內，直至以下情況出現為止——
(a) 該筆代該法團的客戶持有的款額已支付予該客戶；
(b) 在不抵觸第 (3) 款的規定下，按照書面指示支付；
(c) 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並在不抵觸第 (3) 款的規定下，按照常設授權支
付；
(d ) 該筆代該法團的客戶持有的款額，須用於履行該客戶須就該法團代其進
行的證券交易或期貨合約交易遵從關於交收或保證金的規定的義務；或
(e) 該筆代該法團的客戶持有的款額須用以支付以下款項——
(i) 該客戶就該法團進行該法團獲發牌進行的任何受規管活動而欠該法
團的款項；或
(ii) 該客戶就該有聯繫實體為該客戶或代該客戶收取或持有客戶款項而
欠該有聯繫實體的款項。
(2)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不得在以下情況下根據第 (1)(c) 款支付該
法團的客戶款項款額——
(a) 如它支付有關款額即會屬不合情理；或
(b) 如常設授權授權——
(i) 在第 (1)(d ) 或 (e) 款列明的情況以外的情況下，向該法團或有聯繫
實體在香港的帳戶支付款項；或
(ii) 向任何與該法團有控權實體關係或以該有聯繫實體為相連法團的法
團在香港的帳戶支付款項，
而該帳戶並非獨立帳戶。
(3) 第 (1) 款提述的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不得將該法團的任何客戶
款項支付予或准許將該等款項支付予——
(a) 其任何高級人員或僱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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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和該持牌法團有控權實體關係或以該有聯繫實體屬為相連法團的法團的
任何高級人員或僱員，
但如該高級人員或僱員是有關客戶，而該客戶款項是代他持有的，則屬例外。

6.

如何對待在獨立帳戶內持有的
客戶款項的利息

(1) 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如持有該法團的
客戶款項，均須按照第 5(1) 條處理在獨立帳戶內持有的客戶款項所產生的利息款額。
(2) 代持牌法團的客戶持有客戶款項的該法團或有聯繫實體，如因與該客戶訂立
的書面協議而有權保留在獨立帳戶內的利息款額，則該法團或有聯繫實體須在——
(a) 該利息記入該帳戶的貸方；或
(b) 該法團或有聯繫實體察覺該利息已記入該帳戶的貸方，
(兩者以較遲者為準) 後一個營業日內，從該帳戶發放該利息款額。

7.

關於客戶書面指示的規定
就第 4(4)(c) 或 5(1)(b) 條而言，書面指示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書面通知——
(a) 關於一筆該條提述的持牌法團的客戶款項款額的；
(b) 由該法團的客戶給予該法團或該法團的有聯繫實體的，而——
(i) 該客戶款項款額是從該客戶或代該客戶收取的；或
(ii) 該客戶款項款額是代該客戶持有的；
(c) 指示該法團或有聯繫實體以特定方式支付該客戶款項款額的；及
(d ) 該通知在書面指示所關乎的客戶款項已由該法團或有聯繫實體按所指示
的方式支付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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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客戶常設授權的規定

(1) 就第 4(4)(d ) 或 5(1)(c) 條而言，常設授權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書面通知——
(a) 由持牌法團的客戶給予該法團或該法團的有聯繫實體；
(b) 授權該法團或有聯繫實體以一種或多於一種指明方式處理——
(i) 不時從該客戶或代該客戶收取的客戶款項；或
(ii) 不時代該客戶持有的客戶款項；
(c) (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 指明一段不超過 12 個月的該授權的有效期；及
(d ) 指明該授權可以何種方式撤銷。
(2) 第 (1)(c) 款不適用於由持牌法團的屬專業投資者的客戶給予該法團或該法團
的有聯繫實體的常設授權。
(3) 在有效期屆滿前沒有被撤銷的常設授權——
(a) 可續期一次或多於一次，每次續期——
(i) (如給予該授權的持牌法團的客戶並非專業投資者 ) 不得超過 12 個
月；或
(ii) (如給予該授權的持牌法團的客戶屬專業投資者) 時間長短不限，
但續期須獲給予該授權的持牌法團的客戶的書面同意；或
(b) 須在下述情況下當作已續期——
(i) 在該授權的有效期屆滿前的 14 日之前，獲給予該授權的持牌法團
或有聯繫實體向給予該授權的該法團的客戶發出書面通知，提醒該
客戶該授權的有效期即將屆滿，並通知該客戶除非他提出反對，否
則該授權會在屆滿時按該授權指明的相同條款及條件續期，而續期
期間為——
(A) 該授權指明的相等期間；
(B) (如該持牌法團的客戶並非專業投資者) 任何由該持牌法團或有
聯繫實體指明的不超過 12 個月的期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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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該持牌法團的客戶屬專業投資者) 由該持牌法團或有聯繫實
體指明的任何期限的期間；及
(ii) 該客戶沒有在該授權屆滿前反對該授權續期。
(4) 凡常設授權按照第 (3)(b) 款當作已續期，有關持牌法團或有聯繫實體 (視屬
何情況而定) 須在該授權屆滿日期後的 1 星期內，將該授權續期的確認書給予該法團
的有關客戶。

9.

收取支付客戶款項的支票

就第 4(3)(a) 及 (4) 條而言，收取支付客戶款項款額的支票的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
的有聯繫實體只在收到該支票的收益時，方被視為已收取該款額。

10. 從獨立帳戶提取客戶款項以外的
款項的規定
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如察覺它在獨立帳戶內持有並非該法團的客戶
款項的款額，須在它察覺此事後的一個營業日內，從該帳戶發放該款額。

11. 就沒有遵守本規則的某些
條文作出報告
第 4(1) 或 (4) 或 5(1) 條適用的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須在察覺本身沒
有遵守該條後的一個營業日內，以書面通知將此事告知證監會。

12. 罰則
(1) 任何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無合理辯解而違反第 4 或 5 條，即屬
犯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及監禁 2 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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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何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意圖詐騙而違反第 4 或 5 條，即屬犯
罪——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0 及監禁 7 年；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 及監禁 1 年。
(3) 任何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無合理辯解而違反第 6 、 8(4)、 10
或 11 條，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3 級罰款。
(4) 任何持牌法團或持牌法團的有聯繫實體意圖詐騙而違反第 6 、 8(4)、 10 或
11 條，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
(5) 在決定根據第 4(5)(a) 或 5(2)(a) 條支付客戶款項是否屬不合情理時，法庭須
考慮《不合情理合約條例》(第 458 章) 第 6 條所指明的因素，猶如有關的常設授權屬該
條例所指的合約一樣。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主席
沈聯濤
2002 年 12 月 2 日

註 釋
本規則是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 第 149
條訂立的。本規則訂明持牌法團及其有聯繫實體對待和處理在香港收取或持有的客戶
款項的方式。其中有條文規定須在收取客戶款項後一個營業日內將款項存入指定為信
託帳戶或客戶帳戶的獨立帳戶。本規則亦就以下各項指明規定：從上述帳戶提取款
項、對待存於上述帳戶內的客戶款項的利息，以及自行就沒有遵守規則作出報告。本
規則亦就違反各別條文訂明罰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