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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CIRCULAR 
 
 事項: 合規通訊《 刊號二》 

（一）投資者資格規定 （二）與停牌交易所參與者進行的買賣 及（三）中華通北向交易 

查詢: surveillance@hkex.com.hk 

  

 

為持續推動市場透明度和合規文化，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交易所」）準備了《合規通訊》，讓業界

更了解我們的執法工作和監管期望。 本《合規通訊》就（一）投資者資格規定，（二）與停牌交易所參與者

進行的買賣，及（三）北向異常交易行為，分享一些常見的合規缺失和違規情況，以及觀察到的一些良好做法。 

 

交易所謹此提醒上述例子並非詳盡無遺，參與者應考慮自身情況，採用適當的內部監控和措施，以確保遵守相

關規則和要求。 

 

交易所強烈建議參與者檢討其當前政策，並實施適當措施以加強監控。如果發現任何不合規情況，應盡快向交

易所報告有關事件。 

 

如參與者對本《合規通訊》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市場監察部（電子郵件: surveillance@hkex.com.hk）。 

 

營運科 

市場監察部 

主管 

王秉厚 謹啟 

 

本通告以英文及另以中文譯本刊發。如本通告中文本與英文本有所出入，概以英文本為準。 

 編號 
Ref. No.: MSM/014/2021 

 日期 
Date: 29/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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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所載資料僅供一般信息性參考，並不構成提出要約、招攬、邀請，或建議以認購或購買或出售任何證券或其他產品，亦不構
成提出任何投資建議或任何形式的服務。本簡報並非針對，亦不擬分派給任何其法律或法規不容許的司法權區或國家的人士或實體
又或供其使用，也非針對亦不擬分派給任何會令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及其子公司(統稱「該等實體」，各稱
「實體」)或其任何聯屬公司，又或此等公司所營運的任何公司須受該司法權區或國家任何註冊規定所規管的人士或實體又或供其
使用。

該等實體概不就有關資料或資料就任何特定用途而言的準確性、有效性、時效性或完備性作任何保證。若資料出現錯漏或其他不準
確又或由此引起後果，該等實體及其營運的公司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本簡報所載資料乃按「現況」及「現有」的基礎提供，
資料內容可能被修訂或更改。有關資料不能取代根據閣下具體情況而提供的專業意見，而本簡報概不構成任何法律意見。該等實體
對使用或依賴本簡報所提供的資料而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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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01 | 投資者資格規定

02 | 與停牌交易所參與者進行的買賣

03 | 中華通北向交易



投資者資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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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資格規定

 機構專業投資者* (IPI)

 當直接客戶為中介人時，中華通交

易所參與者(CCEP)應要求此等客戶

確保最終客戶須為IPI

(《交易所規則》第 14B06(18)及

14A06(15)條)

註 *：專業投資者為《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1第1部第 1 條“專業投資者”的定義第(a)至(j)段所指的人士，而機構專業投資者為《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1第1部第1條「專業投資者」
的定義第(a)至(i)段所指的人士。

註 ^：在SPAC進行併購交易前，僅限專業投資者認購和買賣SPAC證券。這項限制不適用於繼承公司（所有類型的投資者均可自由轉讓繼承公司的證券）（香港交易所特殊目的收
購公司諮詢文件第149段）。

創業板股份及科創板股份

 僅專業投資者* (PI)

 當直接客戶為中介人時，交易所參

與者應要求此等客戶確保最終客戶

須為PI

(《交易所規則》第 525A 條)

第三十七章債券

 僅專業投資者* (PI)

 當直接客戶為中介人時，交易所參

與者應要求此等客戶確保最終客戶

須為PI

(《交易所規則》第 593(6) 條

- 於2022年1月1日生效)

(亦見註釋^)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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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類型券商（背景、規模、業務、營運模式或客戶群體）

均出現違規情况

 三分之一的違規情况與中介人有關

 通常涉及多個方面:

 人員 – 員工對監管規定的理解不足/存在誤解、或對系統操作不熟悉

 程序 – 內部控制措施有缺陷、書面政策及程序未為完善、或人手操

作導致的錯誤

 系統 – 複雜的系統基礎設施、或來自系統供應商的問題

投資者資格規定
觀察到的情况

程序

系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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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資格規定
常見缺失與良好做法

常見缺失

×因員工文書錯誤及╱或員工對監管規定的理解不

足，錯誤地分類客戶的PI類別(例如：機構PI與

法團PI混淆)

×因系統默認設置或者員工文書錯誤而將受限制

產品的交易權限授予不符合資格的客戶

×未與中介人事先訂立充分的安排(例如：說明監

管要求及明確合約義務)，以要求此類中介人遵

守投資者資格規定

良好做法

提高有關投資者資格要求的合規意識

採取嚴謹的客戶盡職調查程序(例如：辨別客戶

是否為機構PI、法團PI、個人PI或非PI)

與客戶訂立相關安排(例如：以便對不符合投資

者資格規定的持倉進行平倉)

與中介人訂立額外安排

開戶階段 交易前階段 交易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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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資格規定
常見缺失與良好做法

×因員工疏忽及╱或員工對監管規定的理解不足而

為不符合資格的客戶就受限制產品下單

×未能及時採用系統監控措施(例如：系統監控措施

未能及時涵蓋科創板股份，或股票代碼以

「301」開首的創業板股份)

×因對系統功能的理解不足而未能有效實施系統監

控措施

×未能確保系統監控措施按設計運作(例如：由於數

據輸送問題、系統設置時産生的輸入錯誤或設置

錯誤*所導致)

儘可能採用系統化監控措施

使用系統化監控措施前進行充分的系統測試

對系統化監控措施的有效性進行例行檢查

當系統監控允許手動特殊批核(soft block)時，

採用輸入與核對分工的機制及妥善備存有關紀

錄及批核文件

與供系統應商及內部資訊科技團隊作定期和適

時溝通

常見缺失 良好做法

註*:系統設置錯誤的其中一個例子爲系統未能有效攔截非機構PI買賣可進行保證金交易的合資格科創板股份。

開戶階段 交易前階段 交易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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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資格規定
常見缺失與良好做法

×未有進行交易後檢查

×交易後檢查的涵蓋範圍不足(例如：交易後檢查

僅包括直接客戶，但不包括中介人的最終客戶

進行的交易)

×交易後檢查的涵蓋範圍不完整(例如：交易後檢

查沒有涵蓋受投資者資格規定限制的新産品)

定期對所有客戶(包括中介人的最終客戶)進行定

期和適當的交易後檢查

建立指定的職能負責監察交易活動

如發現違規情况，應盡快自行向交易所報告

常見缺失 良好做法

開戶階段 交易前階段 交易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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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處罰

可能採取的紀律處分行動

徵收罰款

暫停負責人員 暫停或撤銷交易所參與者的負責人員的註冊

暫停登記 暫時吊銷參與者的參與者資格，或暫停、收回或撤銷參與者登記為中華通交易所
參與者，或其使用或聯通中華通服務或中華證券通系統(CSC)的權利

註：有關交易所紀律處分權力的詳情，請參閱《交易所規則》第七章

暫停交易 暫停、撤回或撤銷參與者與系統的聯通，限制參與者在交易所內或透過交易所進
行買賣活動

發出強制命令
向參與者發出強制命令，要求於指定時限內對不符合投資者資格規定的持倉進行
平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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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超連結

有關《證券及期貨條例》中“專業投資者”的定義

• 《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 1） 按此

• 《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 按此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 （第15條 – 專業投資者） 按此

有關投資者資格規定

• 創業板股份及科創板股份 《交易所規則》第14A06(13)-(15) ,14B06(16)-(18) 條) 按此

• 第三十七章債券 《交易所規則》第525A條 按此

• SPAC證券 《交易所規則》第593(6)條 - 於2022年1月1日生效 按此

交易所紀律處分權力 《交易所規則》第702條 按此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71!zh-Hant-HK?INDEX_CS=N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571D!zh-Hant-HK?INDEX_CS=N
https://www.sfc.hk/-/media/TC/assets/components/codes/files-current/zh-hant/codes/code-of-conduct-for-persons-licensed-by-or-registered-with-the-securities-and-futures-commission/Code_of_conduct-Dec-2020_Chi.pdf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SEHK/Rules-of-the-Exchange/Rule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SEHK/Rules-of-the-Exchange/Rule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SEHK/Rules-of-the-Exchange/Rule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Rules-and-Forms-and-Fees/Rules/SEHK/Rules-of-the-Exchange/Rules?sc_lang=zh-HK


與停牌交易所參與者進行的買賣



13

 向另一交易所參與者（「獲委任交易所參與者」）發出買賣指示時，
未有交代其已停牌的情況

 未能及時妥善告知客戶有關其停牌狀況及處理客戶訂單的詳細安排

 未能就其本身或其他參與者任何違反、觸犯或不遵守任何規則或規例
向聯交所報告

 未能發現向其發出買賣指示的交易所參與者正處於停牌狀態

 由於對相關規定缺乏了解，故未能於與停牌交易所參與者進行交易前
向聯交所申請有關規定的豁免

與停牌交易所參與者進行的買賣

停牌交易所參與者 獲委任交易所參與者

常見缺失

良好做法

 制定適當及有效的措施，並採取合理步驟，以確保其未獲聯交所批准豁免前，不會與任何停牌交易所參與者(註#)進行買賣交易

 盡快向聯交所報告任何違規情況

相關要求
1. 《交易所規則》

 第541條 與停牌交易所參與者進行的買賣

 第606條 專業操守

2. 通告

 交易所規則第 541 條－與停牌交易所參與者進行的買賣

(編號: MSM/012/2021)

註#: 聯交所會就有關參與者暫停營業的情況透過參與者及會員通告及「參與者資料變更 (聯交所)」網頁公開宣佈，而現有參與者的完整名單及其營業狀態亦可於香港交易所網站查
閱。當中包括處於「非交易(Non-Trading)」、「暫停營業 (Suspend-Trading) 」及「停止營業 (Ceased Trading) 」交易狀態的交易所參與者。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SEHK/2021/MSM_012_2021_Dealings-with-Suspended-Exchange-Participants_C.pdf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Products/Find-a-Partner/Participant-Information-Changes/The-Stock-Exchange-of-Hong-Kong-Limited-(SEHK)/2021?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chi/PLW/SearchParticipant_c.aspx


中華通北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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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及深港通 – 北向交易

利用“BCAN” 碼進行市場監控

•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的北向交易目前是基於客戶BCAN碼進行監管。

• 根據香港交易所交易條例第1432條，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須遵守相關中華通市場有關買賣中華通證券的所有適用

法規並受其規限。

• 倘若交易所接獲中華通市場營運者或相關政府或監管機關通知，指有合理理由懷疑或相信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或

其任何客戶未有遵守或已違反中國內地有關中華通市場買賣中華通證券的適用法規，本交易所有權行使交易條例

第1437 (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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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及深港通 – 北向異常交易行為

拉抬打壓股價
通過大筆申報、連續申報、密集申報或者明顯偏離股票最新成交價的價格申報成交，期間股票交易價

格明顯上漲（下跌）

維持漲（跌）幅

限制價格
通過大筆申報、連續申報、密集申報，維持股票交易價格處於漲（跌）幅限制狀態

自買自賣 在自己實際控制的帳戶之間或者關聯帳戶之間大量進行股票交易，影響股票交易價格或者交易量

虛假申報 不以成交為目的，通過大量申報並撤銷等行為，引誘、誤導或者影響其他投資者正常交易決策

嚴重異常波動股票

申報速率異常*

在股票交易出現嚴重異常波動情形後利用資金優勢、持股優勢，在短時間內集中申報加劇股價異常波

動

主要異常交易行為類型

*嚴重異常波動股票申報速率異常適用於上海科創板和深圳創業板異常波動股票

股票異常交易即時監控細則: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 （連結： 只供中文版）

•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试行）》 （連結： 中文版 / 英文版）

http://www.szse.cn/disclosure/notice/general/t20200612_578383.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trading/c/4839296.shtml
http://star.sse.com.cn/star/en/regulation/c/487337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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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及深港通 – 北向異常交易行為監控指標

維持漲（跌）幅限制價格

連續競價階段

• 股票交易價格處於漲（跌）幅限制價格
• 單筆以漲跌幅限制價格申報後，在該價格剩餘有效申報數量在100萬股或者金額在1,000萬元以上，且佔市場該價格剩餘有效申報總量的

比例在30%以上,持續時間10分鐘以上

收盤集合競價階段

• 連續競價結束時股票交易價格處於漲（跌）幅限制狀態
• 收盤集合競價結束時，市場漲（跌）幅限制價格剩餘有效申報數量 ≥ 100萬股或者1,000萬元
• 收盤集合競價結束時，收盤集合競價階段新增漲（跌）幅限制價格申報的剩餘有效數量≥30萬股或者300萬元
• 收盤集合競價結束時，漲（跌）幅限制價格剩餘有效申報數量佔市場該價格剩餘有效申報總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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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及深港通 – 北向異常交易行為監控指標

拉抬打压股价

開盤集合競價階段
• 成交數量≥ 30萬股或者金額 ≥ 300萬元
• 成交數量佔成交期間市場成交總量的比例≥ 30%

• 股票開盤價漲（跌）幅5%以上 (ST股為3%)
• 股票開盤價達到漲（跌）幅限制價格的，在漲（跌） 幅限制價格有效申報數量佔期間市場該價格有效申報總量的 10% 以上（只適用于

深圳創業板）

連續競價階段
• 買入成交價呈上升趨勢或者賣出成交價呈下降趨勢
• 成交數量≥ 30萬股或者金額 ≥ 300萬元
• 成交數量佔成交期間市場成交總量的比例≥ 30%

• 股票漲（跌）幅 4%以上 (上證50指數成分股為2%)

• 以上情形在任意3分鐘內同時存在

收盤集合競價階段
• 成交數量≥ 30萬股或者金額 ≥ 300萬元
• 成交數量佔成交期間市場成交總量的比例≥ 30%

• 股票漲（跌）幅 3%以上 (上證50指數成分股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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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申報

開盤集合競價階段
• 申報買入或賣出價格偏離前收盤價5%以上 (ST股為3%)

• 累計申報數量≥ 30萬股或者金額 ≥ 300萬元
• 累計申報數量佔市場同方向申報總量的的比例≥ 30%

• 累計撤銷申報數量佔累計申報數量的 50%以上
• 以低於申報買入價格反向申報賣出或者以高於申報賣出價格反向申報買入
• 股票開盤集合競價虛擬參考價漲（跌）幅 5%以上 (ST股3%)

連續競價階段
情況1

• 最優 5 檔內申報買入或者賣出
• 在即時最優 5 檔內累計剩餘有效申報數≥ 100萬股或者金額 ≥ 1,000萬元, 且佔市場同方向最優 5 檔內剩餘有效申報總量 的比例≥ 30%

• 累計撤銷申報數量佔累計申報數量的 50%以上
• 以上情形同時出現3 次以上

情況2

• 股票交易價格處於漲（跌）幅限制狀態
• 即時最優5檔內累計剩餘有效申報數量≥ 100萬股或者金額 ≥ 1,000萬元, 且佔市場該價格剩餘有效申報總量的比例≥ 30%

• 在漲（跌）幅限制價格的累計撤銷申報數量佔以該價格累計申報數量的50%以上
• 以上情形同時出現2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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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買自賣和互為對手方交易

• 成交數量佔股票全天累計成交總量的 10%以上或
• 收盤集合競價階段成交數量佔期間市場成交總量的 30%以上 (適用於上海科創板和深圳創業板股票）

嚴重異常波動股票申報速率異常 (適用於上海科創板和深圳創業板異常波動股票)

• 股票交易出現嚴重異常波動情形後10個交易日內，連續競價階段1分鐘內單向申報買入（賣出）一隻嚴重異常波動股票金額超過 1,000

萬元



欲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 hkexgroup.com | 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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