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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運作程序規則 

 

第一節 
 

定 義 
 

(a) 為便利讀者，規則內的定義玆重覆載列如下： 
 
 

「債務工具中央結

算系統債務工具」 
指 (i)金管局指定及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成員所通知的債務工具

中央結算系統債務工具，(ii)在聯交所上市或將會在聯交所上

市，(iii)(凡發行人為《公司條例》所指的公司或非香港公司)
招股章程已經香港公司註處處長註冊的金融巿場或資本市場

工具； 
 

「指定債務工具」 指 (i)當時指定為可存放在外匯基金票據及債券結算及交收系統，

(ii)在聯交所上市或將會在聯交所上市，以及(iii)（凡發行人為

《公司條例》所指的公司或非香港公司）招股章程已經香港

公司註冊處處長註冊的資本市場工具(外匯基金債券及債務工

具中央結算系統債務工具除外)； 

 
 

第八節  
代理人服務 

 
8.2  一般原則 
 
8.2.2  結算公司的角色  
 

(v)  電子認購新股指示：結算公司的角色是盡力接受參與者的電子認購新股指示，(a)安
排代理人代參與者認購新發行股份；(b)安排結算公司發出電子收付款指示支付認購

款項；(c)在收到獲配發的股份，以及儲存關於獲配發股份參與者的身份和各人獲配

發的股數的資料的檔案後，將獲配發的股份記存在有關參與者的股份戶口內；(d)在
收到儲存關於因股價調整或代理人未能成功認購新發行股份或只能成功認購部分新

發行股份而獲退款的參與者的身份和各人獲退款額的資料的檔案後，發出電子收付

款指示，以退還有關的款項；  
 
8.2.3  結算公司提供的代理人服務的範圍  
 結算公司一般會對下列種類的公司行動或活動提供全面的代理人服務：  
 

(xx) 電子申請新增和贖回基金單位 － 第8.20節；  
 
(xxi) 於到期時贖回股票掛鉤票據 — 第8.20A節；及 
 
(xxii) 贖回設有轉倉機制的結構性產品 — 第8.20B節。 

 
 
 
 
 



 

2 

8.18  電子認購新股指示  
 
8.18.2  手續  
 

(vi)  在收到證券，以及儲存關於獲配發新發行股份參與者的身份和各人獲配發的股數

的資料的檔案後，結算公司便會將該等證券記存在有關參與者的股份戶口內。結

算公司向參與者分派了有關證券後，便會更新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運作程序

規則與者的「股份轉移結存單報告」及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活動結單上的資料。  
 

(vii)  在收到儲存關於因未能成功認購新發行股份或只能成功認購部分新發行股份或認

購價調整而獲退款的參與者的身份和各人獲退款額的資料的檔案後，結算公司便

會發出電子收付款指示，安排退款。結算公司便會向每名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

參與者發出一個電子收付款指示，退還認購款項。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

的退款數額會載在其「電子認購首次公開招股權益報告」內。選擇收取活動結單

的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將會獲郵寄通知同類資料。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透過中央結

算系統互聯網系統查閱該等結單的詳情。  
 

8.20A  於到期時贖回股票掛鉤票據  
 
8.20A.2 於到期時贖回股票掛鉤票據 
 

(iii)  贖回收益將全數以股份／現金或部份以股份及部份以現金派發；  
 
8.20B 贖回設有轉倉機制的結構性產品 
 
8.20B.1 緒言  
 

中央結算系統於第8.20B.2（ii）節所指定的期間內記錄為結構性產品持有人的參與

者，有權在結構性產品以轉倉方式延長合約期時，按預定結算程式及在發行商預定

期間內贖回其結構性產品。 
 
贖回結構性產品涉及自參與者的股份戶口記除有關結構性產品及將相應現金款項記

存有關參與者的款項記賬內。 
 
本節陳述有關轉倉時贖回結構性產品，以及收取及向參與者分派贖回款項的事宜。 

 
 

8.20B.2  贖回設有轉倉機制的結構性產品 
 

如結構性產品的上市文件及其發行商發出的任何聲明所述，結構性產品發行商可指

定一段時間，期間結構性產品持有人有權在結構性產品轉倉時贖回結構性產品。在

有關情況下，通常會辦理以下手續：  
 

(i) 結算公司會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參與者網間連接器以「查詢公佈資料」

功能及廣播訊息服務，以及透過「公司公佈資料數據檔案」及「公司公佈資料

修訂活動報告」，在有關結構性產品轉倉的公告發出後，通知非投資者戶口持

有人的參與者有關贖回結構性產品的詳細資料。結算公司會透過活動結單通知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有關贖回的詳情； 
 
(ii) 股份戶口已記存結構性產品的參與者可於結構性產品發行商指定的相關贖回期

內隨時透過(如屬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或參與者

網間連接器，或透過(如屬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結算通」電話系統、中央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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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互聯網系統或客戶服務中心向結算公司輸入贖回指示。參與者可於結構性

產品發行商在有關公告中指定的贖回限期之前取消贖回指示； 
 
(iii) 如結算公司在指定期間未接獲參與者的贖回指示，結算公司將不會對參與者在

中央結算系統持有的結構性產品採取任何行動； 
 
(iv) 於收到參與者有效的贖回指示後，結算公司將自參與者的股份戶口記除有關數

量的結構性產品，及如屬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相關的贖回款額將於

有關的「權益報表」內記錄為應收款項；  
 
(v) 自結構性產品的相關發行商或其代理人收到贖回款項時，結算公司會安排將該

等贖回款項派發與有關參與者；  
 
(vi) 如結算公司乃於辦公日下午三時四十五分或以前收到贖回款項，結算公司通常

會於同日將該等現金款項記存入有關參與者的款項記賬內；否則，結算公司會

於隨後的辦公日記存該等現金款項。結算公司收取贖回結構性產品所派發的現

金款項後，會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及參與者網間連接器的螢光屏廣播訊息

服務知會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  
 
(vii) 結算公司派發其收到的贖回款項時，有關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活動結單及有關

非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參與者的「權益報表」亦會加入最新資料；及  
 
(viii) 結算公司在派發該等贖回款項時，會向有關的參與者收回所有支出費用，而該

費用是以每個參與者指示要贖回的結構性產品的數量按比例計算；或採用結算

公司認為公平及適當的方法計算。  
 
8.20B.3 其他手續  
 

視乎每個個案的需要，結算公司會另行通知參與者有關贖回設有轉倉機制的結構性

產品所須按照／遵從的其他有關手續。 
 

 
 

第十五節  
查詢服務  

 
15.2  多種查詢功能的運用  

下列為可提供使用的各種查詢功能以及使用這些功能的目的：  
 

(iv) 指定銀行提供的查詢功能︰  
 

(d) 「查詢螢光屏廣播訊息」功能：查詢中央結算系統向所有參與者及指定銀行發佈

的通訊資料；  
 
(e) 「查詢股份獨立戶口銀行戶口」功能：查詢有關股份獨立戶口結單收件人的銀行

戶口詳情；及 
 
(f) 「查詢預期付款」功能：查詢有關結算參與者持續淨額交收持倉在T+2該日的預期

付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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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節  
暫停服務  

 
17.2  颱風  
 
17.2.6  聯交所買賣的結算及交收  

 
關於聯交所買賣中對手方交易所參與者並無任何機會作出買賣的修訂，在聯交所上午交

易市（按《交易所規則》第501(1)條規定）恢復交易時，根據聯交所規則，買賣的修訂可

延至該日中午十二時，而結算公司通常會於該日下午二時或約二時發出「最後結算表」

（載列有關買賣的修訂詳情）。在聯交所下午交易市（按《交易所規則》第501(1)條規

定）恢復交易時，根據聯交所規則，買賣的修訂可延至該日下午三時，而結算公司通常

會於該日該時間後兩小時發出「最後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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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STOCK SEGREGATED ACCOUNT MAINTENANCE FORM – WITHOUT STATEMENT 
 
To: Cash Clearing Operations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Date: _____________ 
       2/F, Vicwood Plaza, 
  19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I. MAINTENANCE REQUEST 
 
[  ]  A – Add [   ]  C – Change [   ]  D – Delete 
 
 
II. PARTICULARS 
 
Participant ID:       |__|__|__|__|__|__|               Participan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ffective Date:     |__|__|   / |__|__| /  |__|__|  [ DD / MM / YY ] 
 
a) For Add, Change (New) or Delete account, please specify: 
 
STOCK A/C NO. SHORTNAME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For Change of account, please specify old account details below: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and on behalf of  
 
 
  
Authorized Signature (with company chop) 

FOR OFFICE USE ONLY 
  

Approved by :   
 
Signature 
Verified by :   

Date:   
 
 
Date:   

Input by: 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 
 
Checked by   : 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 
 
Report Checked by  : 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 

Note：Each participant is allowed to open up to 15 Stock Segregated Accounts 
without statement services.  Some possible names for Stock A/C No. 03 to  
No. 17 may include "Dealing A/C", "Investment A/C", "Client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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