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4號公告 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

實務守則

金融管理專員根據《銀行業條例》(第 155章 )第 97M(1)條，在諮詢該條例第 97M(2)條指明的
人後，批准及發出以下實務守則。

 現根據該條例第 97M(3)條的規定：

(a) 指出下述守則 (備中英文版本 )為上文提及的守則：
 (i) 英文標題——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Purposes of Providing Guidance in Respect of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5B(c) and (d) and section 15C(3) of the Banking (Capital) 
Rules (Chapter 155L)’；及

 (ii) 中文標題——「就《銀行業 (資本 )規則》(第 155L章 )第 15B(c)及 (d)條及第 15C(3)
條的條文提供指引的實務守則」；

(b) 指明 2019年 1月 11日為金融管理專員對該守則的批准的生效日期；及
(c) 指明該守則是為《銀行業 (資本 )規則》(第 155L章 )第 15B(c)及 (d)條及第 15C(3)條而

批准的。

2019年 1月 4日 金融管理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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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銀行業 (資本 )規則》 (第 155L 章 )第 15B(c)及 (d)條及第 15C(3)條
的條文提供指引的實務守則  

 
(根據《銀行業條例》 (第 155 章 )第 97M(1)條批准及發出 ) 

 

I.  導言  

1.  引稱  

本實務守則可引稱為《銀行業 (證券化 )守則》。  

2.  釋義  

(1)  在本實務守則中—— 

(a)  《資本規則》（Capital  Rules）指《銀行業 (資本 )規則》
(第 155L 章 )；及  

(b) IAA 評級（IAA rating），為了就金融管理專員在斷定是否
根據第 15C(2)(a)條給予某認可機構 IAA 批准時將會考
慮的因素提供指引，指由該機構的內部評估程序 (屬該
機構根據第 15C(1)條提出的申請的標的者 )所產生的信
用評級。 

(2)  本實務守則中所用的字眼及詞句，如在《資本規則》已予界
定，其涵義與《資本規則》所載的涵義相同。  

(3)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本實務守則中凡提述某條、某部或某附
表，指《資本規則》的某條、某部或某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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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關《資本規則》第 15B(c)及 (d)條列載的條文的指引  

3.  合資格 ABCP 風險承擔的涵義  

(1) 第 15B(c)及 (d)條規定如下—— 

「就本規則而言，如以下所有準則獲符合，取得  IAA 批准  
的認可機構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指明風險承擔 )即為合
資格 ABCP 風險承擔—— 

… …  

(c)  該 ABCP 計劃—— 

(i)  就資產購買交易的審批及結構安排，備有足夠及審
慎的標準；及  

(ii)  就評估、監控及減低與組成項目及其他相關各方
(如組成項目的賣方及服務者 )有關聯的風險，備有
足夠及審慎的政策、程序及結構特點；  

(d) 該 ABCP 計劃的保薦人，就選擇 ECAI 將 ECAI 評級編
配予在該 ABCP 計劃下發行的債務證券，備有足夠及審
慎的政策； 

… …」 

(2)  在斷定第 15B(c)(i)條所載的準則是否獲符合時，認可機構理
應評估有關 ABCP 計劃有否就資產購買交易，在提供財務支
持及結構安排方面備有足夠及審慎的標準。為了被視為「足

夠及審慎」，有關標準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在包含其他事項的同時，列有以下要求的合資格資產準
則—— 

(i)  禁止購買嚴重逾期或違責資產；  

(ii)  限制過度集中於個別承擔義務人或地理區域；及  

(iii)  限制將會購買的資產的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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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制定符合以下說明的購買交易結構概要的規定：該概
要是為了考慮某項資產購買而制定的，並且所闡述的因

素應包括——  

(i)  所購買的資產類別；  

(ii)  由提供流動資金融通及信用提升而引起的風險承
擔的類別及貨幣價值；  

(iii)  損失分配順序；及  

(iv)  已轉讓資產與該等資產的賣方在法律及經濟上的
隔離；  

(c) 應對有關資產賣方的風險狀況進行符合以下說明的信
用分析的規定：該分析應在顧及其他事項的同時，包括

賣方的下述各方面—— 

(i)  以往的財務表現及預期的未來財務表現；  

(ii)  目前的市場地位及預期的未來競爭情況；  

(iii)  槓桿比率、現金流、利息覆蓋率及 (如適用 )債務評
級；及  

(iv)  信用審核標準、資產服務能力及收款程序；  

(d)  該 ABCP 計劃考慮購買的資產組合的總估計損失應顧
及所有潛在風險 (例如信用風險及攤薄風險 )之來源的
規定；及  

(e)  應對有關資產組合的特性，包括信用質素 (例如加權平
均信用評分 )、任何集中於個別承擔義務人或地理區域
的情況及分散度，進行評估的規定。  

(3)  在斷定第 15B(c)(ii)條所載的準則是否獲符合時，認可機構
理應評估有關 ABCP 計劃是否就評估、監控及減低與組成項
目及其他相關各方 (如組成項目的賣方及服務者 )有關聯的
風險，備有足夠及審慎的政策、程序及結構特點。為了被視

為「足夠及審慎」，有關政策應規定備有及有關程序與結構

特點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在以下情況下就攤薄風險另行設立的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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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賣方提供的信用提升的規模只按信用相關損失釐
定；及  

(ii)  有關組成項目組合的攤薄風險很大；   

(b)  經參考符合以下說明的有關歷史表現資料而釐定的信
用提升水平：該資料包括損失、拖欠情況及如組成項目

為應收帳項，有關應收帳的攤薄情況及周轉率，並且涵

蓋一段足夠長的期間以容許進行有意義的信用評估 1；   

(c)  顧及有關服務者的運作能力及信用質素的收款程序；  

(d)  盡量減低賣方 /服務者風險的各項措施，例如基於賣方 /
服務者的現有信用質素的觸發機制以防止不當地混合

資金，以及鎖箱安排以確保持續向該 ABCP 計劃付款；
及  

(e) 如相關，適當的結構特點以減低組成項目的信用質素可
能惡化的風險，例如針對某組成項目組合的觸發攤還機

制。  

(4) 在斷定第 15B(d)條所載的準則是否獲符合時，認可機構理應
評估有關 ABCP 計劃的保薦人，就選擇 ECAI 將 ECAI 評級
編配予在該 ABCP 計劃下發行的債務證券，是否備有足夠及
審慎的政策。為了被視為「足夠及審慎」，有關政策應能確

保保薦人為了編配評級予該 ABCP 計劃或在該計劃下發行
的債務證券 (視屬何者而定 )而選擇的 ECAI，不會只包括那
些採用一般而言屬較不嚴謹的評級方法的 ECAI。 

III.  有關《資本規則》第 15C(3)條列載的條文的指引  

4.  認可機構可申請批准讓其使用 IAA 斷定合資格 ABCP 風險承
擔的風險權重  

(1)  第 15C(3)條規定如下—— 

「在不限制第 (2)(b)款的前提下，除非認可機構使金融管理
專員信納，該機構及其內部評估程序 (屬申請的標的者 )，是

                                                 

1 一般而言，有關期間理應不短於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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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適當的管治和風險管理架構 (有關架構 )規範，以確保以下
各項描述在任何時候均得以符合，否則金融管理專員須拒絕

給予批准讓該機構使用 IAA—— 

(a)  就該內部評估程序及其他相關活動具有有效的監察；  

(b)  用作評估該機構對 ABCP 計劃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的評級方法—— 

(i)  屬審慎的；及  

(ii)  就該 ABCP 計劃的特質而言屬適當的；   

(c)  具有足夠及審慎的政策、程序及內部監控，以確保——  

(i)  該內部評估程序具有風險敏感度及屬穩健的；及  

(ii)  在當其時就 IAA 的使用而有效的本規則的規定獲
遵從；及  

(d)  有合資格人士進行定期及獨立的檢討，以評估該內部評
估程序及出項是否恰當及有效。」  

(2)  在斷定第 15C(3)(a)條所載的準則是否獲符合時，金融管理
專員會考慮—— 

(a)  有關認可機構的內部評估程序及該程序產生的 IAA 評
級，是否大致符合在第 6 部及附表 2 指明的、同樣適用
於為 ABCP 計劃而設的內部評估程序的規定 (例如第
152 條有關評級定義、準則及程序的規定；第 155(a)條
有關評級程序的獨立性的規定，以及附表 2 第 1(a)條有
關董事局及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監察的規定 )。  

(3)  在斷定第 15C(3)(b)條所載的準則是否獲符合時，金融管理
專員會考慮—— 

(a)  有關認可機構的內部評估程序是否至少依據一間 ECAI 
的評級方法 (ECAI 評級方法 )，以就對 ABCP 計劃的證
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ABCP 風險承擔 )，產生 IAA 評級； 

(b)  是否只可依據符合以下所有準則的 ECAI評級方法產生
ABCP 風險承擔的 IAA 評級—— 

(i)  有關 ECAI評級方法是公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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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關 ECAI評級方法是為在有關 ABCP計劃下購買
的資產類別而制定；  

(iii)  有關 ECAI 已由該機構就第 7 部的目的，按照第
267(1)(a)條所述方法予以指定；  

(iv)  該 ABCP 計劃或在該計劃下發行的任何債務證券
是由該 ECAI評級；  

(c) 該內部評估程序會否識別不同的風險程度； 

(d) 當對 ABCP 風險承擔評級時，該內部評估程序是否至少

與以下的 ECAI 的公開 ECAI 評級方法同樣保守，尤其

是有關就斷定為達到某特定外部評級類別所需的信用

提升水平而考慮的壓力因素：就有關 ABCP 計劃購買的

資產類別，為該計劃或其下發行的任何債務證券評級的

ECAI；及 

(e)  就 (d)段而言—— 

(i)  當該 ABCP 計劃或其下發行的債務證券 (視屬何者

而定 )由多於一間 ECAI評級，而該等 ECAI在其評
級方法中就相同的風險因素運用不同的基準或假

設時，該機構是否在其內部評估程序中採用較保守

的基準或假設；  

(ii)  該機構對該 ABCP 風險承擔進行信用評估時，有否
在合理範圍內考慮所有其他相關的公開 ECAI評級
方法；及  

(iii)  若該機構有途徑取得非公開的 ECAI評級方法，該
機構有否在對該 ABCP風險承擔進行信用評估時，
亦考慮該等方法，以補充公開的 ECAI 評級方法，
尤其當非公開的 ECAI評級方法更為保守時。   

(4)  在斷定第 15C(3)(c)條所載的準則是否獲符合時，金融管理
專員會考慮—— 

(a)  有關認可機構有否備存文件—— 

(i)  證明其所選用的 ECAI評級方法屬穩健及就有關類
別的 ABCP 計劃及所購買的資產類別而言屬適合
用於其內部評估程序；及  



《銀行業 (證券化 )守則》  

7 

 

(ii)  詳細闡釋如何在該機構的內部評估程序中應用有
關 ECAI評級方法，從而得出與該 ECAI評級方法
的有關標準對應的 IAA 評級；   

(b)  是否有文件清楚指明哪個 IAA評級與某 ECAI的哪個外
部評級類別對應；   

(c)  該機構會否——  

(i)  監察其內部評估程序所採用的 ECAI評級方法的任
何變化；及  

(ii)  若任何該等變化對編配予某 ABCP 計劃或在該計
劃下發行的債務證券的 ECAI特定債項評級有任何
不利影響，覆核編配予有關 ABCP 風險承擔的 IAA
評級；   

(d)  該機構有否記錄 IAA 評級隨時間的表現，以評估該等
評級的表現，並有否在有關 ABCP 風險承擔的表現經常
偏離編配予該等風險承擔的 IAA 評級時，按需要調整
其內部評估程序；  

(e)  該機構的內部評估程序產生的 IAA 評級是否亦用於其
內部風險管理程序，包括管理資訊系統及經濟資本系統；

及  

(f)  該機構是否有政策、程序及管控措施，確保在獲授予
IAA 批准後，以及在該機構打算運用 IAA 以斷定某
ABCP 風險承擔的風險權重時—— 

(i)  有充足的核實程序，以確認該風險承擔為合資格
ABCP 風險承擔；及  

(ii)  妥善保存支持上述確認的文件及分析，並會在金融
管理專員要求時提供該等文件及分析予金融管理

專員。  

(5) 在斷定第 15C(3)(d)條所載的準則是否獲符合時，金融管理專
員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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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認可機構有否定期檢討其內部評估程序是否恰當，
以及有否定期評估該程序產生的 IAA 評級是否有效 2；

及  

(b)  有關檢討及評估是否由獨立於以下各方的人 (例如內部

或外聘核數師，或該機構的風險管理部門 )進行——  

(i)  負責設計及操作該內部評估程序的各方；及  

(ii)  ABCP 計劃的業務部門 (包括負責背後的客戶關係
的各方 )。  

 

 

 

 

  金融管理專員  

   

2019 年 1 月 4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一般來說，理應至少每年進行一次有關檢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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