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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節：引言 

 

1.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 2020 年 12 月 4 日刊發諮詢文件，建議

在交易層面對香港證券市場實施投資者識別碼制度（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根

據證監會於 2021 年 8 月 10 日就此刊發的諮詢總結文件，證監會決定實施香港投

資者識別碼制度。 

 

2. 在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下，當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交易系統

「領航星交易平台 — 證券市場」 (OTP-C) 提交或安排提交交易指令（自動對盤

交易指令）以供執行時，又或當交易所參與者1根據聯交所的《交易所規則》（《交易

所規則》）向聯交所匯報場外交易（即人手交易）（向聯交所作出的交易匯報）時，

有關的交易指令或向聯交所作出的交易匯報時必須包括編配予相關客戶（相關客戶）

2的識別碼。這有助識別交易指令及交易的始發人的身分，從而加強對市場的監察。  

 

3. 本資料文件載有將於香港證券市場實施的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的詳細資料，並適

用於根據證監會諮詢總結附錄 C 的證監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

冊人操守準則》（「《證監會操守準則》」）建議的第 5.6 段受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規

管的證監會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相關受規管中介人）3。本文件已考慮市場參與者

                                                      
1 指聯交所的《交易所規則》所定義的交易所參與者。 

2 「相關客戶」指「客戶」，其定義見證監會諮詢總結附錄 C 的證監會操守準則建議的第 5.6(m)段。 

3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指符合以下說明的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i)進行自營交易，或(ii)就透過為另一人開

立和維持的帳戶發出的交易指令向該人提供證券經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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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暫定實施時間表內切實可行的事宜。證監會與香港交易所已討論本文件中所載的

暫定實施時間表。 

 

4. 就本文件而言，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本身可爲交易所參與者或非交易所參與者的相關

受規管中介人，而非交易所參與者的受規管中介人稱為「非交易所參與者相關受規

管中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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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節：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 

 

制度概覽 

 

5. 在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下，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必須逐一為其已經或不時擬就在聯

交所的交易系統上市及／或買賣的證券發出自動對盤交易指令或須向聯交所作出

交易匯報的非自動對盤交易指令的相關客戶編配唯一的券商客戶編碼。每個券商客

戶編碼應與該特定客戶的客戶識別信息配對，包括客戶名稱、身份證明文件的簽發

國家或司法管轄區、身份證明文件的類別及身份證明文件的號碼。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須於相關客戶交易日前一日（T-1 日）指定的截止時間之前向聯交所提交載有其

所有相關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檔案（配對檔案），惟有意在

開戶當日隨即進行交易的新客戶或賬戶維持靜止的客戶4除外（見下文第 8 段）。只

有在配對檔案當中有需要改動時才須重新提交（例如變更相關客戶的客戶識別信息、

加入新客戶的客戶識別信息、關閉客戶的賬戶以及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終止業務等）。 

 

6. 在每個交易日（T 日），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為每個自動對盤交易指令（包括透過相

關受規管中介人的網上及流動交易設備直接收到的指令）以及每宗須向聯交所匯報

的場外交易附加相關券商客戶編碼。請參閱附錄一的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整體運

作安排示意圖。 

 

                                                      
4 靜止帳戶是指自上次交易後 24 個月不活躍的帳戶（不論帳戶餘額為何或是否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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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免生疑問，本文件中的「場外交易」是指於聯交所交易系統以外進行及交易所參

與者須按《交易所規則》規定的時限內向聯交所匯報的交易5，即由交易所參與者完

成的「人手交易」，當中可能包括同一交易所參與者的客戶配對交易或兩個不同交

易所參與者透過另類交易平台直接配對的交易，以及在受規管中介人（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V 部獲發牌或註冊以進行第 7 類受規管活動）所營運的首次公開發

售前交易平台上直接配對的交易。 

 

8. 為協助(i)有意在開戶當日隨即進行交易的新客戶；及(ii)賬戶維持靜止的客戶進行交

易，若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已向此類客戶編配券商客戶編碼，並在相關的交易指令或

人手交易附加所屬編碼，有關客戶便可於 T 日落盤。在此情況下，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須於配對檔案中載列有關新編配的券商客戶編碼，並於 T 日下午 4 時 30 分前向

聯交所提交。  

 

制度範圍及須遵守制度規定的人士 

 

9. 這制度適用於所有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為其自身或客戶提交於聯交所上市及／或買

賣的證券的自動對盤交易指令或向聯交所作出交易匯報6。有關制度不適用於碎股

                                                      
5 （若為兩邊客交易）《交易所規則》第 501F(1)至(2)條及第 526(1)至(2)條的規定，以及（若為非兩邊

客交易）《交易所規則》第 501E(2)條及第 520(1)至(2)條的規定。 

6 當特別買賣單位買賣盤的股數大於一手而股數或會不是一手完整倍數（例如 2,300 股而一手的股數為

2,000 股），則有關特別買賣單位買賣盤必須附加券商客戶編碼。這亦適用於合併交易指令的編碼以及

合併交易的相關分配的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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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及交易7（合併交易指令的相關交易指令除外），但相關受規管中介人亦可自行為

碎股盤及交易附加券商客戶編碼。有關制度亦不適用於透過聯交所的交易修改系統

匯報的交易。   

 

10. 為免生疑問，非交易所參與者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即使不是直接向聯交所交易系統提

交交易指令，或毋須遵守《交易所規則》向聯交所作出交易匯報的規定，亦須遵守

《證監會操守準則》所訂下的制度規定。在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下，交易所參與

者及非交易所參與者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其中包括）(i)向每名相關客戶編配券商

客戶編碼；(ii)向聯交所提交配對檔案；及(iii)為交易指令附加券商客戶編碼。有關規

定的進一步詳情分別載於本節下文「券商客戶編碼」、「收集及提交客戶識別信息」

及「實時附加券商客戶編碼」各段。 

 

11. 若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收到已附有券商客戶編碼的自動對盤交易指令，相關受規管中

介人毋須再為該交易指令附加另一券商客戶編碼，而要確保有關券商客戶編碼傳遞

下去。   

 

12. 交易所參與者向聯交所作出交易匯報時，將須按每宗交易匯報，而買方及賣方的券

商客戶編碼均須包括在內。為免生疑問，買方客戶與賣方客戶所屬的交易所參與者

應分別在向聯交所匯報的場外交易附加買方或賣方的券商客戶編碼。有關匯報的程

序及時間的進一步詳情載於第 28-32 段。  

                                                      
7 碎股指股數少於一手買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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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客戶編碼  

 

券商客戶編碼的產生、編配和格式 

 

13.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為每名並非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相關客戶編配並產生券商客

戶編碼（若屬自營交易，則須為自己編配券商客戶編碼）。券商客戶編碼須遵循標

準格式，即一組不多於 10 位數字代表客戶的編碼。當在交易指令標記券商客戶編

碼時，券商客戶編碼輸入欄須包括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中央編號（即負責編配券商

客戶編碼的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中央編號），接著須先加上分隔點，然後再加上券

商客戶編碼（見第 24 段所討論及附錄二的說明）。   

 

14.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編配給其相關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都應是獨一無二，並應嚴格保

密，且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士方可取得。券商客戶編碼不應以可識別出任何個別客戶

或損害客戶身份保密性又或違反適用私隱法例的方式產生、編配或處理。 

 

15. 券商客戶編碼應按以下方式編配： 

  

(i) 若客戶在相關受規管中介人設有多個賬戶，該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可(1)為該客

戶的所有賬戶（聯名賬戶除外）編配同一個券商客戶編碼，另外亦可(2)為該

客戶的每個賬戶分別編配不同的券商客戶編碼以便區分通過不同賬戶發出的

指令（而這些不同的券商客戶編碼必須配對同一客戶識別信息）。 

 



7 
 

(ii) 每個聯名賬戶須另行編配一個券商客戶編碼以資識別。例如，若客戶在相關

受規管中介人以個人名義持有一個賬戶並獲編配一個券商客戶編碼，但該客

戶亦同時與該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另一名客戶開立聯名賬戶，該相關規管中

介人應編配並產生另一個券商客戶編碼來識別該聯名賬戶，並將該券商客戶

編碼附加在由該聯名賬戶發出的交易指令和交易上。 

 

16. 在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下，編配給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不應被更改。若某個編配

給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在特殊情況下需要更改為另一個未曾編配的券商客戶編碼

（例如因系統升級而要為客戶編配新的券商客戶編碼），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填寫

透過電子通訊平台「e 通訊」提交券商客戶編碼變更表格，通知聯交所變更券商客

戶編碼的理由。當客戶或客戶的賬戶獲編派新的券商客戶編碼後，該客戶或賬戶的

舊券商客戶編碼即應停用。換句話說，相關受規管中介人不得交替使用新舊券商客

戶編碼。為免生疑問，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券商客戶編碼一經編配，便不得重用於

同一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其他客戶。 

 

17. 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與 2018 年 9 月 26 日推出的滬深港通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

碼模式（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會分開獨立運作。登記為中華通交易所參與

者的交易所參與者或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進行北向交易的交易所參與者可在

上述兩個制度下向客戶編配同一或不同的券商客戶編碼（即不超過 10 位的隨機編

配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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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獲編派券商客戶編碼的相關客戶 

 

18. 有關編配券商客戶編碼的規定，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參閱證監會諮詢總結附錄 C 的

《證監會操守準則》建議的第 5.6 段。有關在不同情況下編配相關客戶的券商客戶

編碼的例子，則請參閱諮詢總結文件附錄 B。   

 

收集及提交客戶識別信息 

 

構成客戶識別信息的資料類別 

 

19. 有關向相關客戶收集以作客戶識別信息的適當資料，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參閱《證

監會操守準則》建議的第 5.6 段（見證監會諮詢總結文件附錄 C）。  

 

20.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作適當安排，以確保客戶識別信息所載的投資者資料是準確和

最新，並及時透過提交配對檔案知會聯交所任何變動（在以下部分進一步討論）。 

 

向聯交所提交配對檔案 

 

21. 向相關客戶編派券商客戶編碼的相關受規管中介人亦應同時負責收集該相關客戶

的客戶識別信息。在收集客戶識別信息後，該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把該客戶的客戶

識別信息和券商客戶編碼資料，加入在一個按聯交所指定格式而設立的檔案，亦即

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檔案（「配對檔案」）（詳情請參閱「系統檔案

接口規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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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透過 e 通訊向聯交所提交配對檔案；及  

 

(ii) 使用「e 通訊」提交配對檔案時，須遵守「e 通訊」使用條款，另外相關受規

管中介人須提供相關陳述，包括其已取得個別相關客戶的相關同意（請參閱下

文「資料私隱法例及投資者的同意」一節）。  

 

22. 每名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都須確保有足夠措施，以確保在 T-1 日下午 4 時 30 分之前

透過「e 通訊」向聯交所提交配對檔案。有如第 5 及第 8 段所述，就(i)有意在開戶

當日隨即進行交易的新客戶；及(ii)賬戶維持靜止的客戶而言，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毋

須在 T-1 日提交有關的配對檔案。 

 

23. 每名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向聯交所呈交其相關客戶最新的投資者資料。 

 

(i) 於實施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前8，若客戶擬透過其於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開立

的賬戶進行交易，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均須於指定日期9或之前向聯交所提交包

含其所有相關客戶配對資料的配對檔案。其中： 

a. 提交配對檔案前必須先取得客戶同意向聯交所及證監會傳送其個人資料。

在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實施後，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除非已取得客戶的相

關同意，否則只可為客戶於 T 日提交賣盤指令。 

                                                      
8 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的實施日期將適時公布。 

9 該指定日期將適時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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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於上述指定日期前提交現有客戶的配對檔案，以便確

保有關制度推出時運作暢順； 

c. 若配對檔案未有於 T-1 日或之前提交（一直維持靜止的客戶及新開戶的客

戶除外），聯交所及證監會或會就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未有遵守相關規例10

跟進查詢並採取進一步行動。 

 

(ii) 若資料有任何更改（例如變更相關客戶的客戶識別信息、加入新客戶的客戶識

別信息、取消客戶的賬戶以及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終止業務），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均須提交配對檔案。凡在有關情況下，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向聯交所提交一

個涵蓋其所有相關客戶的配對檔案，包括那些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配

對資料沒有變更的客戶。 

 

(iii) 當聯交所收到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提交的配對檔案時，其系統會對檔案內容的格

式進行有效性核查，並向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發出回應報告（配對檔案回應報告）

作參考11。若配對檔案的記錄被識別有任何格式錯誤，配對檔案回應報告內會

提供有問題記錄的列表。在此情況下，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更正錯誤並於指定

的截止時間之前重新向聯交所提交配對檔案。有如第(vii)分段的進一步描述，

聯交所的交易系統並不會拒絕處理附加了未有記錄的券商客戶編碼（即配對檔

案未有包括的券商客戶編碼及未通過聯交所的系統核查）的交易指令，儘管聯

                                                      
10 這是指聯交所的聯交所交易規則和/或證監會適用的證監會操守準則（如適用）。 

11 一般情況，配對檔案回應報告會在提交配對檔案後 10 分鐘內發送給相關受規管中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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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及證監會或會就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未有遵守相關規例跟進查詢並採取進

一步行動。   

 

(iv) 若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於 T-1 日提交多於一個配對檔案，系統會以聯交所於截止

時間前處理的最後一個配對檔案作 T-1 日的正式紀錄。如相關受規管中介人之

前曾經提交配對檔案但沒有在 T-1 日遞交任何配對檔案，則聯交所將以最後收

到的配對檔案為準。 

 

(v) 若客戶有多個券商客戶編碼（例如客戶在同一相關受規管中介人不同的分部開

立戶口，而每個分部為同一客戶編配不同的券商客戶編碼，因此每個分部均準

備了有關客戶的客戶識別信息），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自行將不同的券商客戶

編碼併入單一配對檔案。「e 通訊」不會設定不同賬戶讓同一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的不同分部登入提交多個配對檔案。如第(iv)分段所述，若多個配對檔案於

同一日提交，聯交所於規定的截止時間前最後處理的配對檔案會被視爲最終記

錄，並蓋過之前收到的配對檔案。 

 

(vi) 對於（i）有意在開戶當日隨即進行交易的新客戶；及（ii）賬戶維持靜止的客

戶，其券商客戶編碼及客戶識別信息可於客戶落盤當日（T 日）下午 4 時 30

分之前以加入配對檔案及提交。 

 

(vii) 在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下，未能於 T-1 日通過核查的券商客戶編碼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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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識別信息不可用於 T 日交易，而附有相關券商客戶編碼的相關交易指令會

被拒絕，但在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下，聯交所的交易系統不會拒絕附以未有

記錄（即配對檔案未有包括的券商客戶編碼及未通過聯交所的系統核查）的券

商客戶編碼的交易指令。然而，聯交所及證監會或會因此而就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未有遵守相關規例而跟進查詢並採取進一步行動。  

 

實時附加券商客戶編碼  

 

自動對盤交易指令附加券商客戶編碼 

 

24.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向聯交所遞交（或非交易所參與者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透過交易所

參與者遞交）交易指令時，須在有關交易指令附加相應的券商客戶編碼（證監會操

守準則指定的某些交易指令除外，例如合併交易指令及交易。在這種情況下，應附

加聯交所規定的特定編碼）。在交易指令附加券商客戶編碼時，券商客戶編碼欄位

應包括負責編配券商客戶編碼的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中央編號及由相關受規管中

介人向相關客戶編配的券商客戶編碼。中央編號與券商客戶編碼中間應以「.」隔開。

例如，若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中央編號及其向某名客戶編派的券商客戶編碼分別為

ABC123 及 000000256812，向聯交所提交該客戶的每個交易指令時須附加的便是

「ABC123.2568」。       

 

                                                      
12 不允許數字以零開始，因此必須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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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聯交所將會進行實時有效性核查，以檢查交易指令有否附加券商客戶編碼，以及券

商客戶編碼的格式是否正確。如沒有提供中央編號及／或券商客戶編碼，又或中央

編號及／或券商客戶編碼的格式不當，則輸入 OTP-C 的相關自動對盤交易指令將

被拒絕。若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更改已提交或匯報的券商客戶編碼的情況，請參閱

第 35 段。 

 

26. 以下例子說明在不同情況下為代理交易附加券商客戶編碼的規定。  

 

(i) 就交易所參與者客戶（例如非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散戶投資者）的交易指令而

言，該交易所參與者應在其交易指令中包括該客戶的相應券商客戶編碼。在此

例中，直接在交易所參與者開戶的客戶獲編配券商客戶編碼「1234567890」，

故交易所參與者向聯交所呈交該客戶的每個交易指令時，均應附加其中央編號

（即編配券商客戶編碼的交易所參與者的中央編號）及券商客戶編碼

「1234567890」。 

 

 

(ii) 如交易指令是經由一連串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傳遞，當中首名非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客戶應獲編配券商客戶編碼。傳遞中的每一名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均有責任傳

遞有關中央編號及已編配予相關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在此例中，交易指令來

附加中央編號及券商
客戶編碼的交易指令 
ABC123.1234567890 

客戶 
券商客戶編碼= 1234567890 

交易所參與者 

(中央編號 

ABC123) 

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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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名非交易所參與者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客戶，而該中介人再將交易指令傳

遞予交易所參與者。該名非交易所參與者相關受規管中介人（中央編號

AAA246）的客戶獲編配的券商客戶編碼為「9876501234」，故非交易所參與

者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傳遞予交易所參與者的每個交易指令上，均須附加中央編

號（即編配券商客戶編碼的非交易所參與者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中央編號）及

券商客戶編碼「9876501234」，再由交易所參與者向聯交所提交交易指令。   

 

 
 

(iii) 在此例中，交易指令來自非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海外券商的客戶。該非相關受

規管中介人將交易指令傳遞予交易所參與者執行。在此情況下，該海外券商於

傳遞中為首名非相關受規管中介人，交易所參與者須為這個非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編配券商客戶編碼。假設交易所參與者為海外券商編配的券商客戶編碼為

「9876501234」，則交易所參與者為該海外券商向聯交所提交的每個交易指令

均須附加其本身的中央編號及券商客戶編碼「9876501234」。 

 

客戶 

券商客戶編碼 = 

9876501234 

交易所

參與者 
聯交所 

附加在買賣盤的

中央編號及券商

客戶編碼

AAA246.  
9876501234 

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可以是交易所

參與者的聯屬公司

或非聯屬公司） 
 

(中央編號. 

AAA246)  

附加在交易指令

的中央編號及券

商客戶編碼

AAA246.  
98765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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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如交易指令來自管理多個基金的基金經理或委託帳戶，附加的券商客戶編碼

將取決於交易指令來自的賬戶，可以是基金經理賬戶或個別基金賬戶／委託

帳戶的券商客戶編碼。 

 

a. 在下例(a)中，交易指令由基金經理賬戶（一名非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發出，

交易所參與者應編配券商客戶編碼「4567890123」予該基金經理及向聯

交所呈交的每個來自該基金經理賬戶的交易指令均應附加其中央編號（即

編配券商客戶編碼的交易所參與者的中央編號）及券商客戶編碼

「4567890123」。儘管基金經理可能是持牌法團亦有其中央編號，但在此

例中，由於交易所參與者才是編配券商客戶編碼的實體，因此將使用交易

所參與者的中央編號。  

 

 

客戶 

交易所

參與者 

(中央編號. 

ABC123)  

 

聯交所 

非相關受規管中介人 
 

券商客戶編碼 = 

9876501234 
  

基金 X 

基金 Y 

基金經理 

券商客戶編碼 

=4567890123  

交易所

參與者 

(中央編號

ABC123) 

聯交所 

附加在交易指令的中央編號

及券商客戶編碼

ABC123.4567890123 

附加在交易指令的中央編號

及券商客戶編碼 

 ABC123.98765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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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下例(b)中，交易指令由基金 Z 賬戶發出，交易所參與者應編配券商客

戶編碼「5678901234」予基金 Z 及向聯交所呈交基金 Z 的每個交易指令

均應附加其中央編號（即編配券商客戶編碼的交易所參與者的中央編號）

及券商客戶編碼「5678901234」。 

 

 

27.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於進行自營交易時，亦須為自身編派券商客戶編碼（見下例），

並在配對檔案內標記客戶類別為「自營交易」（按照「系統檔案接口規格」所述的規

定）並提供其自身的客戶識別信息。 

 

 

 

 

 

交易所參與者為場外交易附加券商客戶編碼 

 

28. 與現時一樣，場外交易中作為賣方的交易所參與者須於交易完成後 15 分鐘內於

OTP-C 輸入已附加券商客戶編碼的交易。聯交所將會進行實時檢查有否附加賣方

基金 Z 
券商客戶編碼= 
5678901234 

交易所參與者 

(中央編號. ABC123) 
聯交所 

附加在交易指令的中央編號
及券商客戶編碼

ABC123.5678901234 

交易所參與者 

(中央編號. ABC123) 交易所

參與者的券商客戶編碼 

=4321567811 

聯交所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 

(中央編號. AAA246) 

自身券商客戶編碼 = 

5678901152 

聯交所 

附加在交易所參與者的自營交易指令的中央編號及券商客

戶編碼 

ABC123.4321567811 

交易所

參與者 

附加在買賣盤的中央編號及

券商客戶編碼

AAA246.5678901152 

附加在交易指令的中央編號

及券商客戶編碼

AAA246.567890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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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券商客戶編碼，以及券商客戶編碼的格式是否正確。如沒有提供券商客戶編碼或

券商客戶編碼的格式不當，賣方的交易所參與者輸入的場外交易將被拒絕。 

 

29. 當賣方的交易所參與者輸入場外交易後，買方的交易所參與者會透過系統訊息收到

有關交易的通知，並須於賣方參與者完成交易輸入後的 15 分鐘内或交易完成後 30

分鐘內（以較遲時間爲準）為有關場外交易附加買方的券商客戶編碼。倘若所附加

的券商客戶編碼的格式不當，買方的券商客戶編碼輸入將被拒絕。在任何情況下，

買方及賣方的交易所參與者均無法查看對方的券商客戶編碼。 

 

30. 若買方的交易所參與者未能於收市前輸入券商客戶編碼，買方的交易所參與者須透

過「e 通訊」向聯交所提交場外交易（買方）券商客戶編碼報告，列出所有未附加

買方券商客戶編碼的場外交易，並提供每宗場外交易的相關券商客戶編碼。 

 

31. 與現時一樣，所有已輸入的場外交易都會於賣方交易所參與者完成交易輸入的程序

後記錄於 OTP-C 中，且不論買方的交易所參與者有否隨後附加買方券商客戶編碼，

有關場外交易的記錄都會維持有效。賣方的交易所參與者於 OTP-C 輸入交易後，

有關交易信息即會向市場發布。 

 

32. 若為兩邊客非自動對盤交易（同一交易所參與者同時是買方及賣方），有關的交易

所參與者須於 OTP-C 輸入交易時同時輸入買賣雙方的券商客戶編碼。如屬 ATS 交

易的兩邊客交易，則與現時一樣，有關輸入須於完成交易後一分鐘內完成；所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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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兩邊客非自動對盤交易則一概須於完成交易後 15 分鐘內完成輸入。若相關交易

所參與者輸入場外兩邊客交易時未有提供任何一邊的券商客戶編碼或券商客戶編

碼格式錯誤，該場外兩邊客交易的輸入會被拒絕。 

 

匯報合併交易指令及合併場外交易 

 

33. 如屬合併交易指令，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為向聯交所提交的合併交易指令或合併場

外交易附加一個預設的券商客戶編碼（在此情況下的編碼為「2」）。例如，若相關

受規管中介人的中央編號為「ABC123」，向聯交所提交的合併交易指令或合併場外

交易須附加的編碼便是「ABC123.2」。   

 

34. 首先合併交易指令或合併場外交易的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該就已全數或部分執行

的合併交易指令及合併場外交易，於 T+3 日收市或之前透過「e 通訊」提交，或安

排提交合併交易指令報告。合併交易指令報告應包括相關已執行的交易指令的資料，

即各相關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相關已執行的交易指令的證券股數及成交價格等。

為免生疑問，未有成交的合併交易指令毋須作進一步匯報，至於只有部分成交的合

併交易指令，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只須就已成交的部分作出匯報。 

 

修訂已提交的券商客戶編碼 

 

35. 倘若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知悉任何交易指令附加的券商客戶編碼不正確，而交易指令

尚未成交，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即時取消該交易指令，並重新輸入附有正確券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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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編碼的交易指令。在此情況下，有關交易指令將失去本來的輪候位置並重新輪候。

如交易指令已成交，執行的交易所參與者應透過「e 通訊」提交券商客戶編碼錯誤

報告。 

 

36. 正如第 16 段所述，若某個編配給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在特殊情況下需要更改為另

一個未編配的券商客戶編碼（例如因系統升級而要為客戶重新編配新的券商客戶編

碼），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透過「e 通訊」提交更改券商客戶編碼報告通知聯交所，

並提供重新編配券商客戶編碼的理由。 

37. 就可能會利用 OTP-C 的「報價」功能提交交易指令以提供流通量的結構性產品流

通量提供者而言13，若要更改券商客戶編碼，可使用「更新報價」功能更新券商客

戶編碼。更新報價的券商客戶編碼後，相關結構性產品流通量提供者應透過「e 通

訊」提交變更流通量提供者報價的券商客戶編碼報告，以提供變更理由。 

 

38. 若客戶取消其於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賬戶，有關配對檔案中須移除該客戶的相關券

商客戶編碼並提交予聯交所，聯交所會將相關券商客戶編碼標記為非活躍狀況。若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終止業務，其須提交空白的配對檔案，屆時該相關受規管中介人

之前提交的所有券商客戶編碼均會被標記為非活躍狀況。請注意，若之後有任何交

易指令附加標記為非活躍的券商客戶編碼，聯交所及證監會或會就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未有遵守相關規例跟進查詢並採取進一步行動。 

 

                                                      
13 透過 OTP-C 的「報價」功能，可一次性同時提交買盤和賣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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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私隱法例及投資者的同意  

 

39.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應遵守適用私隱法例及證監會的任何規定，包括以證監會規定的

形式及方式取得相關客戶的書面或其他明確同意，從而可在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

下，將客戶的個人資料交給聯交所和證監會。如相關受規管中介人未取得客戶同意，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只能為該客戶就其現有持倉輸入賣盤（就有關賣盤而言，應使用

預設的券商客戶編碼「1」）。 

 

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有關客戶識別信息的保安措施概覽 

 

40. 經參考行業標準及慣例，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已考慮適當的保安措施（包括但不限

於下列範疇），以確保客戶識別信息的保安及保密： 

 

(i) 數據傳輸及儲存 

 

a. 採納國際認可的加密演算法，確保於證監會和香港交易所系統儲存及互相

傳輸的投資者個人資料保密。 

b. 採納安全管理政策，保障及管理加密鑰，並會定期檢視有關措施以確保其

更新。 

c. 客戶識別信息儲存於存取權設限的私人網絡。 

 

(ii) 存取客戶識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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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採納存取管控政策，對可存取客戶識別信息的用戶設限。  

b. 證監會及香港交易所指定職員在受限的基礎上，只可在合理需要及按同意

的目的使用客戶識別信息。 

c. 採納賬戶管理程序，管理賬戶的客戶識別信息存取權。 

d. 實施有效的密碼規則，防止未獲授權的人士進入系統及存取客戶識別信息。  

e. 定期對用戶存取權進行重新認證，以確保適當的用戶存取權。 

f. 定期檢視審計線索，偵測任何異常用戶活動。 

 

(iii) 事故管理 

 

a. 採納有充分管理監督的事故管理框架，以確保有足夠的能力、有效應對事

故及管理能力妥善處理事故。 

 

(iv) 網絡安全  

 

a. 定期進行安全測試，偵測相關系統及網絡基礎設施的安全漏洞。 

b. 將安全性設定寫入紀錄，並定期進行檢討。 

c. 對系統的客戶識別信息存取權採納存取管控。 

d. 監控及記錄網絡上的可疑活動，以保障系統及數據免遭網絡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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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節：暫定實施時間表 

 

41. 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推出的時間會於《證監會操守準則》相關規定刊憲後生效時

推出。以下是高層次的實施時間表供參考： 

 

 擬定模式的技術規格（2021 年第三季） 

交易所參與者將需透過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 證券市場 (OCG-C) 14  呈交

已附上券商客戶編碼的交易指令。相關的接口規格將於 2021 年第三季在香港

交易所網站公布。 

 

 市場系統開發及測試（2021 年第三季至 2022 年第二季）  

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於 2022 年第一季完結前完成其內部系統的開發，以便透

過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 證券市場呈交交易指令時可一併呈交券商客戶編

碼及透過「e 通訊」呈交配對檔案。香港交易所將適時安排與相關受規管中介

人進行測試。 

 

進行市場演習前，相關受規管中介人須於指定日期（稍後公布）或之前提交所

有客戶的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配對資料。 

 

 推出（2022 年下半年） 

                                                      
14 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 證券市場 (OCG-C) 是香港交易所於 2021 年第三季於證券市場推出的全新

平台，以取代之前的領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OCG) 。詳情請參閱香港交易所網站的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 證券市場頁面。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Infrastructure/OCGC?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Infrastructure/OCGC?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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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市場準備就緒及相關《交易所規則》修訂條文獲審批後，香港投資者識別碼

制度預期於 2022 年下半年推出。由證監會的諮詢總結文件刊發起，市場將有

大約 15 個月的時間為推出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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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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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技術設置  

1. 券商客戶編碼欄位的規格 

 

如本資料文件第 2 節所述，券商客戶編碼是相關受規管中介人的相關客戶專屬的一組

數字。 

當在交易指令附加券商客戶編碼時，券商客戶編碼欄位應包含由證監會編派的六位字母

及數字的中央編號與及隨機編配的券商客戶編碼，兩者中間以「.」分隔。例如：若相關

受規管中介人的中央編號及客戶獲編配的券商客戶編碼分別為「ABC123」及

「 0000002568 」，向聯交所提交交易指令時便應於券商客戶編碼欄位輸入

「ABC123.2568」。 

 

券商客戶編碼的規格： 

 在 100 至 9,999,999,999 之間隨機編配的最多 10 位的整數（0 至 99 已預留備用）。  

 開首數字不得為零。 

 已預留的特定券商客戶編碼數值（在相關中央編號後方）： 

 「1」用於僅作賣盤的客戶 

 「2」用於合併交易指令或合併場外交易 

 

備註： 

 券商客戶編碼不應以可識別出任何個別客戶或損害客戶身份保密性又或違反適用私

隱法例的方式產生、編配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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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商客戶編碼應盡量隨機分配。 

 

2. 系統檔案接口規格 

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所涉及的檔案（包括配對檔案及各類匯報表格）規格載於「系統

檔案接口規格」，並已在香港交易所網站發布。 

 

3. 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 證券市場接口規格 

香港投資者識別碼制度所涉及的領航星中央交易網關 — 證券市場接口載於「領航星中

央交易網關 — 證券市場第二階段技術規格」，並已在香港交易所網站發布。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8號
交易廣場2期8樓

hkexgroup.com    |    hkex.com.hk    

info@hkex.com.hk
電話 +852 2522 1122
傳真 +852 2295 3106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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