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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斷努力提高交易所規則及規例的透明度和合規意識，聯交所現發布有關聯交所規則（「規則」）
中關於券商客戶編碼（「BCAN」）要求的一些指引。

用於市場監控及監察的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於 2018 年實施。在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下，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CCEP」）及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進行北向交易的交易所參與者
（「TTEP」）在為客戶遞交北向交易買賣盤前，須（i）為其每個北向交易客戶分配一個唯一的數字
編 碼 （ 即 「 BCAN 」 ） ， （ ii ） 向 聯 交 所 提 供 相 應 的 投 資 者 識 別 資 料 （ 即 「 客 戶 識 別 信 息
（CID）」），並（iii）為每個北向買賣盤實時附加相關 BCAN。

此通告重申了有關 BCAN 的相關要求，並指出自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實施以來聯交所觀察到
的一些合規缺失，違規情況，及良好做法。CCEPs 與 TTEPs 應審視其現行做法，採取適當措施以加
強監控，並在必要時立即採取行動以糾正任何類似的違規或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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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 BCAN 的編派

相關要求
規則 1425A(1)(a)
及常見問題13 及 4

應為每個北向交易客戶編派一個唯一的 BCAN。

規則 1425A(1)(b) 當個別客戶同時持有聯名賬戶時，應為此客戶的聯名賬戶編派另一個
及常見問題 18

BCAN 來加以識別。

規則 1425A(1)(d) 當 CCEP 或 TTEP 的直接客戶是聯屬公司（代理交易）時，BCAN 須編
及常見問題 6

派予下一層次或進一層次的客戶，直至該客戶不是其聯屬公司為止。

規則 1425A(1)(e) 已編派給客戶的 BCAN 不應被更改，也不可重複用於其他客戶。若在
及常見問題 4
常見問題 11

特殊的情況下需要更改 BCAN，須預先取得聯交所的批准。
視乎賬戶開立安排，BCAN 可以是編派予資產管理公司，亦可以是編
派予其管理的個別基金。

合規缺失及違規情況
A. 為每個客戶編派一個唯一的 BCAN
因以下原因導致 CCEP 或 TTEP 編派多組 BCAN 予同一個客戶：


以手動或半自動模式編派 BCAN，於編派的過程中出現輸錄錯誤



以自動模式編派 BCAN，其編派過程的設計有系統性的缺失（例如系統編派邏輯
不能正確處理聯名帳戶）



就持有多個交易賬戶（例如現金賬戶和保證金賬戶、主賬戶／子賬戶、基金和基
金經理賬戶等賬戶）的客戶的編碼過程未有設立足夠的監控措施



同一客戶因使用不同類別的身份證明文件來開設賬戶而被當作不同的客戶



因輸錄錯誤而導致為同一客戶建立多組客戶文件檔案

B. 開立賬戶的安排
因未有依據開立賬戶的安排導致以個別基金開戶的客戶的 BCAN 被編派予資產管理公司的
層面上。
1

有關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常見問題可查閱香港交易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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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缺失及違規情況 (接上頁)
C. CCEP 或 TTEP 的聯屬公司
BCAN 只編派予聯屬公司（代理交易），而未有根據規則及常見問題的要求，將 BCAN 編
派予下一層次或進一層次的非聯屬公司客戶。

D. BCAN 的更改
BCAN 被不正確地更改的例子如下：


為更正配對文件中一些錯誤的 CID 而另外向客戶編派一個新的 BCAN。正確做法
只需更改該客戶的 CID。



將一個本來安排編派予一個客戶（「客戶甲」）的 BCAN，意外地給了另一個客
戶（「客戶乙」）。為修正該錯誤的安排，客戶乙的 BCAN 被重新編派予客戶
甲。按照有關規定，已編派給客戶的 BCAN 不應被更改，也不可重複用於其他客
戶。

觀察到的一些良好做法


採用自動化程序並儘可能減少人為干涉



在 BCAN 編派和提交過程中涉及手動操作時，採用輸入與核對分工機制



在 BCAN 編派和提交過程中涉及自動化操作時，於實行該自動化操作前進行適當
的系統測試，包括詳細的用戶驗收測試



要求客戶在開戶文件中，申報是否已在該券商開設任何賬戶，並確保將有關賬戶
連繫至同一並唯一的 BCAN



對客戶資訊進行獨立檢查以驗證該客戶是否已存有

CCEPs 與 TTEPs 應考慮按需要採用上述任何一個或多個做法，並對有參與 BCAN 編派和更
正工作的相關工作人員提供足夠及定期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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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要求
規則 1425A(3) 及
常見問題 7

BCAN 與 CID 的配對文件中的資料應是準確的和最新的。但資料若有任
何更改，應向聯交所提交一個涵蓋所有北向交易客戶（包括那些 BCAN
與 CID 配對資料沒有變更的客戶）的配對文件。

常見問題 11 及券
商客戶編碼與客戶 適用於基金客戶的 BCAN 客戶類別為第 3 類
識別信息配對文件 適用於基金經理客戶的 BCAN 客戶類別為第 4 類
範例2
常見問題 19 及券
商客戶編碼與客戶 BCAN 的客戶類別第 5 類只適用於 CCEP 或 TTEP 及/或其聯屬公司的自
識別信息配對文件 營交易戶口。
範例
合規缺失及違規情況
配對文件中觀察到的錯誤例子如下：

A. BCAN 客戶類別
因對 BCAN 相關要求的理解不足及/或是未能充分考慮相關的客戶資訊，以至未能提供正確
的 BCAN 客戶類別，例如：


誤將非聯屬公司的公司賬戶歸類為「自營買賣（第 5 類）」，但事實上第 5 類只適
用於 CCEP 或 TTEP 或其聯屬公司的自營交易戶口



2

未能正確地將基金和基金經理客戶歸類至 BCAN 客戶第 3 類和第 4 類

詳細範例請參閱 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配對文件範例 (只供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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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缺失及違規情況 (接上頁)
B. 客戶識別信息（「CID」）
配對文件編譯過程中出現的輸錄錯誤或是系統設計缺失而導致的錯誤如下：


當 BCAN 編派予基金經理所管理的基金層面時，錯誤地輸入了基金經理的 CID。



更改後的 CID（例如法人機構識別編碼）並無反映在配對文件中。

C. 配對文件的檔案格式
配對文件編譯過程中未能遵從有關的檔案格式3要求而導致個別 BCAN 被意外地刪除。

觀察到的一些良好做法
除採用輸入與核對分工機制和進行詳細的系統測試外，負責手動操作的相關人員在為新客戶
開戶、編派 BCAN 和制作配對文件時，應仔細考慮以下事項：


留意開立賬戶的客戶身份



正確的客戶類別



如該客戶是聯屬公司或 TTEP，其開立賬戶的目的是什麼（例如自營交易或代理交
易）



如該客戶為交易所參與者，它是否已經註冊為 TTEP



是否已經為聯屬公司或 TTEP 客戶預留相應的 BCAN 範圍



客戶有否確認其是否在公司已開立了其他交易賬戶



是否已對客戶資料進行獨立審核，以確保信息的準確性



是否已對配對文件中的資料進行定期和適時核對，以確保客戶識別資訊是完整，準
確和最新的。

如有任何關於更改 BCAN 客戶類別的請求，請電郵 OTPC@hkex.com.hk 。詳情請參閱
BCAN 與客戶識別資訊配對文件指引。

3

有關配對文件的格式，請參考滬深港通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接口規範 (只供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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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要求
規則 1425A(4) 及
常見問題 3
規則 1425A(7)

輸入中華通買賣盤時，必須實時為每個買賣盤附加正確的 BCAN。
若買賣盤附加上錯誤的 BCAN，應立即取消該買賣盤。如果該買賣盤已
經被配對，有關 BCAN 的更正應向交易所報告。

常見問題 11 及通 BCAN 可以編派予資產管理公司，亦可以是編派予個別基金。 CCEP／
告 ( 參 考 編 號 ： TTEP 應確保為基金管理公司或基金遞交北向買賣盤時附加的 BCAN 保
CT/101/18)

持一致。

合規缺失及違規情況
A. 為北向買賣盤附加 BCAN
因以下原因導致未有提供正確的 BCAN：


因手動輸入或選擇錯誤的客戶賬戶，例子如下：
一. 透過 FIX 接收到一個有權為不同賬戶下單的交易員的買賣盤，但該交易指示並
沒有指明買賣盤屬於哪個賬戶，導致負責人員最終選取了錯誤的賬戶進行交
易。
二. 客戶透過電話下單，而負責人員錯誤地輸入客戶賬戶號碼。



由於買賣盤須經過券商內部多個不同的系統處理，客戶身份在處理過程中意外地被
更改。

B. 有關 BCAN 錯誤的申報
在 BCAN 錯誤報告中輸入相關資料時，未有遵循指定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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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到的一些良好做法
CCEP/TTEP 須考慮採用一下做法：


定期對客戶指示和客戶倉位進行核對，以儘快識別並糾正任何不正確的 BCAN



對自動化的過程進行詳細的測試，以確保其監控措施能在任何系統轉換或強化後仍
保持其有效性



向相關人員提供培訓，以確保他們對業務運作有清晰的了解，包括任何有可能影響
北向交易買賣盤附加的 BCAN 的因素



如果需要為已執行的北向交易買賣盤附加的 BCAN 錯誤進行申報，請檢視 BCAN 錯
誤報告內的交易資料的格式是否正確 (例如：交易編號、交易日期等)

現有的 BCAN 錯誤報告已加上格式檢查功能， CCEP 及 TTEP 應用此報告來申報有關 BCAN
的錯誤。

4. BCAN 的保密性

相關要求
BCAN 的編制方式不應與客戶的身份有任何明顯的聯繫，並且必須嚴格

常見問題 4 及 21

保密。特別是 BCAN 的使用和取覽（即使在 CCEP 或 TTEP 的內部之
間），應嚴格地按照「有需要知情的」原則處理。

合規缺失及違規情況
未有對 BCAN 保密的示例：


BCAN 由全部或部分的客戶賬號組成



BCAN 顯示在內部系統的一般查詢或下單的顯示頁面上

觀察到的一些良好做法


CCEP 及 TTEP 應考慮實施監控措施並向相關人員提供適當的培訓，以確保 BCAN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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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參與者對本通告有任何回應或問題，歡迎聯絡市場監察部

(電子郵件：

surveillance@hkex.com.hk)。

市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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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