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行動聲明

紀律行動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96條，對兆
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1作出譴責並罰款7,000,000港元。

2.

證監會是就兆豐國際在銷售集體投資計劃方面的內部監控缺失而採取上述紀律
行動。

事實摘要

背景
3.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早前就兆豐國際於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期間（有
關期間）的集體投資計劃銷售活動進行現場審查及後續調查，並識別到兆豐國際
的銷售手法存在多項違規。經調查後，金管局將個案轉介證監會跟進。

4.

在接獲金管局的轉介後，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82條對兆豐國際的
操守作出調查。證監會的調查發現，兆豐國際於有關期間向客戶銷售集體投資計
劃時，未有實施充足而有效的系統和監控措施，藉以：
(a)

妥善地評估客戶的投資目標、風險承受能力及對衍生工具的認識；

(b)

確保向客戶作出的投資建議及／或招攬行為就每名客戶的所有情況而言
都是合理地適合的；

(c)

就某些基金進行充分的產品盡職審查；

(d)

確保在編配基金的風險評級前已適當地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及

(e)

識別出構成衍生產品的基金。

客戶風險剖析
5.

於有關期間，兆豐國際要求其銷售員利用客戶風險剖析問卷（風險剖析問卷）來
評估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

6.

風險剖析問卷包含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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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部分要求客戶提供一般資料，例如他們的投資目標、投資經驗、每
年收入及資產淨值；這部分並不計分。

(b)

第二部分包含八條用作計分的問題，以便釐定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根
據他們在這部分的總得分，客戶被劃分為四個風險承受能力的其中一個
（即“穩健”、 “均衡”、 “均衡增長”及“進取”）
。

兆豐國際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註冊經營第 1 類（證券交易）受規管活動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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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風險剖析問卷的設計有所不足：
(a)

風險剖析問卷第一部分的客戶資料（例如投資經驗）並不計分。兆豐國
際並無備存審計線索以顯示銷售員在進行客戶風險剖析時或在每宗集體
投資計劃交易的銷售過程中已考慮到這些資料。

(b)

公司客戶無須回答在風險剖析問卷第二部分的計分問題。反之，它們被
要求在該問卷自行揀選其風險承受能力。

(c)

兆豐國際並無任何系統和監控措施以識別及評估在風險剖析問卷中互相
矛盾的回答。客戶可在第一部分揀選多個可能互相矛盾的投資目標。 此
外，亦有些情況是客戶所揀選的投資目標，與他們在風險剖析問卷第二
部分所提供的回答互相矛盾。

(d)

在少數個案中，客戶獲編配的風險承受能力與其投資目標不符。

沒有評估客戶對衍生工具的認識
8.

據兆豐國際所指，在認識你的客戶程序中，客戶會被要求填寫“衍生工具投資經
驗問卷”（衍生工具問卷）
。

9.

衍生工具問卷包含多條問題，要求客戶確認他們：(a)於過去三年內有否作出五
次或以上涉及任何衍生產品的交易；(b)有否接受或修讀過有關衍生產品的培訓
或課程；(c)有否具有與衍生產品有關的工作經驗；及／或(d)有否曾以持牌或註
冊人的身分進行有關衍生工具的活動。

10.

假如客戶就上述任何問題的回答是“有”，便會被視為對衍生工具有足夠認識。
兆豐國際沒有要求員工依照證監會於2011年6月3日發出的常見問題所載的規定，
就客戶對衍生工具的認識作出查詢或收集相關資料。該常見問題訂明：
“中介人在評估客戶是否對衍生工具有認識時，應在進行認識你的客戶程序中

向該客戶作出適當的查詢或收集該客戶的相關資料，從而作出評估，而非單靠
該客戶所作的聲明，表示自己對衍生工具有認識。中介人亦應備存妥善的審計
線索，以顯示其已作出有關評估。”
合適性評估程序
11.

於有關期間，兆豐國際實施了以下措施（除其他事項外）
，以確保向客戶推薦的
產品是合適的：
(a)

銷售員須就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與產品的風險評級進行配對，以釐定是
否有風險錯配的情況。如出現風險錯配，銷售員便須知會客戶有關情況
及警告客戶相關的投資風險。該客戶須簽署一份投資風險認知書，以確
認了解風險錯配的情況及說明訂立該風險錯配交易的理由。當後台辦事
處與客戶經錄音電話確認有關交易後，交易文件便會轉交予財富管理部
主管以作批核。

(b)

由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銷售員更進一步被要求進行以下的評估（額外
評估）
，並於產品檢核表（檢核表）上記錄有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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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2.

(i)

客戶是否弱勢客戶2；

(ii)

任何年期錯配，即產品的年期與客戶的投資年期錯配；

(iii)

有關交易會否導致投資目標錯配，即以“保本＂為投資目標的客
戶作出投資於投資基金的指示，或以“收入＂為投資目標的客戶
作出投資於股票基金的指示；及

(iv)

客戶在同類產品的總投資是否等於或超過客戶的資產淨值或兆
豐國際為該客戶所管理的資產（以較高者為準）的 50%（過度集
中交易）。

銷售員須以文件載明向客戶推薦有關產品的依據。

然而，證監會發現：
(a)

於有關期間，額外評估並沒有被應用於基金轉換交易及定時定額基金（亦
稱作每月投資計劃）的認購。

(b)

兆豐國際沒有要求銷售員就基金轉換交易以文件載明向客戶作出其投資
推薦的依據。

(c)

只有當客戶在風險剖析問卷中表示他／她的投資額佔其總資產的35%或
以上時，才會進行上文第11(b)(iv)段描述的集中度評估。

(d)

於有關期間，在2014年10月1日後所進行的合共523項基金交易中，有
233項為過度集中交易；當中156項涉及基金轉換或每月投資計劃認購的
過度集中交易並無填寫檢核表，而在餘下77項有填寫檢核表的過度集中
交易中，有42項（55%）沒有在相關檢核表上被識別為過度集中交易。

(e)

可隨時按客戶要求自由贖回的基金被兆豐國際視作為適合任何投資年期。
雖然某些基金的投資目標在產品資料便覽內述明屬於“長期資本增長”，
但卻被售予在風險剖析問卷中就投資年期揀選了最短期限（即少於三年）
的客戶3。兆豐國際既無紀錄顯示銷售員在進行合適性評估時曾考慮基金
的投資目標，亦無文件載明經考慮客戶的投資年期後該等基金會被視為
適合有關客戶的理由。

(f)

兆豐國際並無有關處理及批核在不同方面（包括客戶的風險承受能力、
投資目標、投資年期及／或資產集中水平）有多重錯配／例外情況的交
易（多重錯配交易）4的指引。

(g)

兆豐國際的主管人員無須以文件載明批核錯配交易（包括多重錯配交易）
的理據。

2

根據兆豐國際的政策，弱勢客戶包括：(i) 65 歲以上 ； (ii)低學歷（高中或以下） 及／或 (iii)有重大傷殘
的客戶。
3 客戶的投資年期乃按他／她就風險剖析問卷內一條有關客戶預期於何時取回大部分投資金額的問題的回
答而釐定。此問題有三個答案選項：(a) “五年以後＂；(b) “未來三年至五年＂；及(c) “三年內＂。
如金管局在 2014 年 7 月 30 日發出的通告所述：“認可機構應就錯配或例外事項交易，如高資產集中度，
及風險／目標／年期錯配等設立足夠的管控措施及適當程度的監督。認可機構應就涉及嚴重或多重錯配或
例外交易實施更嚴格的管控措施。管控及監督程度應反映交易涉及的錯配或例外情況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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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雖然銷售員須以文件載明某項錯配交易應予進行的理由，但一項有關多
重錯配交易的抽樣審查顯示，他們提供的解釋大多數過於籠統，未能充
分說明為何即使有風險錯配及高資產集中風險，擬進行的交易仍被視作
為適合有關客戶。在一些個案中，銷售員將“客戶指定需要相關產品”
記錄作其中一個向客戶推薦錯配產品的理由，而事實上有關交易並非由
客戶主動提出。

產品盡職審查
13.

證監會的調查亦發現，兆豐國際於有關期間進行的產品盡職審查存在多項缺失：
(a)

兆豐國際提供合共292種基金類別，其中174種是台灣的總辦事處本身已
有銷售（總部基金）
。兆豐國際依賴其總辦事處對總部基金進行產品盡職
審查。除查核總部基金是否已獲證監會認可外，兆豐國際並沒有考量香
港的監管規定而就總辦事處進行的產品盡職審查的足夠程度和質素作出
任何獨立評估5。

(b)

兆豐國際採納一套產品風險評級方法，按此對其所分銷的每隻基金編配
一個風險評級。然而，兆豐國際在進行風險評級時僅考量有限的因素，
而沒有計及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基金的風險回報狀況的相關因素，例
如價格波動、市場板塊及某些產品特點。

(c)

兆豐國際沒有制訂任何政策或程序以便評估及識別可能構成衍生產品的
基金6。

證監會的關注事項
14.

兆豐國際的上述操守違反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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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項一般原則（勤勉盡責）
，即註冊人應以適當的技能、小心審慎和勤
勉盡責的態度行事，以維護客戶的最佳利益及確保市場廉潔穩健。

(b)

《操守準則》第 3 項一般原則（能力）及第 4.3 段（內部監控、財政及
運作資源）
，即註冊人應有效地運用其所需的資源和程序，以便適當地進
行其業務活動，並設有妥善的內部監控程序，而按照合理的預期，這些
程序足以保障其運作及客戶，以免其受專業上的失當行為或不作為而招
致財政損失；

(c)

《操守準則》第 5.1(a)段（認識你的客戶：概論）
，即註冊人應採取一切
合理步驟，以確立其每位客戶的真實和全部的身分、每位客戶的財政狀
況、投資經驗及投資目標；

金管局日期為 2014 年 7 月 30 日的通告規定，“雖然認可機構在適當情況下可參考集團公司或總辦事處
／地區辦事處進行的盡職審查，但它們應制定妥善的政策與程序，以確保計及本地的監管規定及其他本地
情況，進行充分的產品盡職審查，以評估有關投資產品是否適合目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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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日期為 2012 年 4 月 23 日的通函規定，在斷定某隻基金是否屬衍生產品時，中介人應在適當情況
下，要求產品發行人就所提供的基金分類的理據，作出書面解釋。中介人在考慮所有的資料（包括產品發
行人所作出的解釋）後，應能夠斷定有關基金是否屬衍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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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操守準則》第 5.1A 段（認識你的客戶：投資者分類），即註冊人應評
估客戶對衍生工具的認識，並據此將客戶分類；

(e)

《操守準則》第 3.4 段（向客戶提供建議：適當的技巧、小心謹慎和勤勉
盡責）
，即當註冊人向客戶提供建議時，應勤勉盡責及謹慎行事，並確保
其向客戶提供的建議或推薦，都是經過透徹分析和考慮過其他可行途徑，
然後才作出的，及《操守準則》第 5.2 段（認識你的客戶：合理的建議）
，
即註冊人經考慮其所察覺的或經適當查證後理應察覺的關於該客戶的資
料後，應確保其向該客戶作出的建議或招攬行為，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合
理的；及

(f)

《操守準則》第 7 項一般原則（遵守法規）及第 12.1 段（合規事宜：概
論）
，即註冊人應遵守、實施及維持適當的措施，以確保有關的監管規定
獲得遵守。

結論
15.

證監會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認為就上述關注事項與兆豐國際達成解決方案，
並採取第1段所載的紀律行動，符合廣大投資者及公眾的利益。

16.

證監會在決定上述紀律處分時，已考慮到：
(a)

兆豐國際已採取補救行動，加強其提供合理適當建議的框架；

(b)

兆豐國際已委任獨立檢討機構，以核實金管局在現場審查期間的發現是
否已完全獲得處理及兆豐國際的監控機制是否已按照其內部政策和程序
有效地運作，並承諾在有關的核實檢討報告備妥後盡快向證監會及金管
局提交；

(c)

沒證據顯示兆豐國際的缺失導致其客戶蒙受損失；

(d)

兆豐國際與證監會合作解決證監會的關注事項；及

(e)

兆豐國際過往並無遭受證監會紀律處分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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