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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均登载于证监会网站的指定网页（网址：https://sc.sfc.

hk/gb/www.sfc.hk/web/TC/information-for-firms-on-

covid-19.html2）。

以下是证监会就COVID-19爆发已向基金经理发出的指引的

摘要。

1. 证监会就认可基金发出的通函

1.1 《致证监会认可基金的管理公司、受托人及保管人的通

函》3

鉴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带来的市场干扰，2020年3月27日证监

会向证监会认可基金的所有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受托人及

保管人发出了一份通函。该通函提醒证监会认可基金的基金

经理、受托人及保管人注意履行其以下责任：以投资者最佳利

益为先行事及对其管理下基金交易活动进行密切监察，以及

2 https://sc.sfc.hk/gb/www.sfc.hk/web/TC/information-for-firms-
on-covid-19.html

3 证监会。《致证监会认可基金的管理公司、受托人及保管人的通函》
。2020年3月27日。载列网页：ht tps://sc .sfc .hk/gb/w w w.sfc.hk/
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doc?refNo=20EC22

证监会就新冠病毒大流行向获认可基金发出指引

证监会在新冠疫情下的监管对策

2020年4月21日，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发布

了一份新闻稿1，概述了其因应对新冠疫情对香港金融市场所

造成的重大影响而实施的监管对策。证监会的主要关注点是

要在因疫情大流行而引发的极端市场波动及采用特殊工作安

排的挑战的背景下持续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继续有效运作，并

保障投资者利益及保持市场高度廉洁稳健。 

基金方面，证监会已经向持牌基金经理发出指引，强调其确

保公平对待投资者责任，特别是在基金经理启动流通性风险

管理措施（例如价格调整机制或暂停基金买卖）的时候。证监

会同时还提醒基金经理注意履行其审查投资基金流通性和赎

回状况的责任。证监会还一直密切观察衍生工具市场及卖空

数据，以避免金融市场遭受稳定性风险或干扰。

证 监会发出了两份 通 函 及 两套《常见问 题 》，专门就

COVID-19提供指引。证监会就有关COVID-19发出的所有

1 证监会。《证监会在新冠疫情下的监管对策》。2020年4月21日。载列网
页：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
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0PR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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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如交易所买卖基金是否能够公平有序并以投资者最佳利

益为先进行持续交易。

证监会还提醒基金经理在出现任何影响其管理下基金的异常

情况时履行及时告知投资者并立即通知证监会的责任，当中

包括：

(i)  基金经理采用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例如拟增加或

采用任何波动因子或反摊薄征费；及

(ii)  押后赎回，暂停在一级市场或二级市场上申购及/或赎

回申请的决定，及对基金的影响。

基金经理还须在采用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前征询相关受托人

或保管人。该通函亦提醒受托人及保管人履行其保障基金资

产并对基金管理进行独立监督的责任。

有关通函中列出的关乎证监会 认可基金的基金经理、保管人

及受托人职责的详细摘要，请参阅易周律师行法讯《证监会

鉴于2019冠状病毒疫情向基金业刊发指引》。4

1.2 《致证监会认可交易所买卖基金的管理公司及庄家的通

函》5

2020年4月17日，证监会发出了《致证监会 认可交易所买卖基

金的管理公司及庄家的通函》，提醒证监会 认可交易所买卖基

金的管理公司及庄家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注意执行其风险管

理职能。该通函为管理公司及庄家从事以下业务提供指引：(i)

证监会 认可的被动型交易所买卖基金；(i i)主动型交易所买卖

基金；及(i i i)未上市的证监会 认可基金的上市单位及股份类

别。证监会当时关注的是近期一件关乎一支交易所买卖基金

唯一庄家的事件，该事件中该名唯一庄家因应新冠病毒大流行

4 易周律师行。《证监会鉴于2019冠状病毒疫情向基金业刊发指引》。
载列网页：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zheng-jian-hui-jian-yu-
2019-guan-zhuang-bing-du-covid-19-bao-fa-kan-fa-ji-jin-ye-zhi-yin/

5 证监会。《致证监会认可交易所买卖基金的管理公司及庄家的通函-交
易所买卖基金的庄家活动》。2020年4月17日。载列网页：https://www.
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doc?refNo=20EC30

暂停了作价买卖活动，由此引发了关于交易所买卖基金管理公

司及庄家对该风险进行管理的能力的担忧。

关于该通函更详细的摘要，请参阅易周律师行法讯《证监会在

交易所买卖基金庄家因COVID-19大流行暂停业务后致交易所

买卖基金经理及庄家的指引信》。6

2. 证监会因新冠病毒疫情向证监会认可基金发出的《常见

问题》

2.1 证监会常见问题-《基金获得证监会认可后的法规遵守事

宜-新型冠状病毒（即COVID-19）》7

问题1：鉴于本地及境外市场因应COVID-19疫情而产生的剧

烈市场波动及不确定性，基金经理是否可以增加应用于证监

会认可基金资产净值的波动因子（超过在基金销售文件中披

露的波动因子上限），及该等增加是否需要证监会批准？

证监会回复

证监会提到基金经理的如下职责：(i)确保所有基金资产进行

公平准确估值及流通性风险管理工具（例如波动定价或反摊

薄征费）获妥善使用；及(ii)确保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包括

赎回的投资者及仍然留在基金中的投资者。

假若满足如下条件，基金经理可以在没有证监会提前批准的

情况下增加波动因子（超过在基金销售文件中披露的波动因

子上限），以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6 易周律师行。《证监会在交易所买卖基金庄家因COVID-19大流行暂停
业务后致交易所买卖基金经理及庄家的指引信》。载列网页：https://
www.charltonslaw.com.cn/zheng-jian-hui-zai-jiao-yi-suo-mai-mai-ji-
jin-zhuang-jia-yin-2019-guan-zhuang-bing-du-da-liu-xing-zan-ting-
ye-wu-hou-zhi-jiao-yi-suo-mai-mai-ji-jin-jing-li-ji-zhuang-jia-de-zhi-
yin-xin/

7 证监会。常见问题-《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获得证监会认可后的法规遵
守事宜》。载列网页：https://www.sfc.hk/web/EN/files/ER/FAQ_on_
Post_Authorization_Compliance_Issues_COVID%2019_20200401.
pdf

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zheng-jian-hui-jian-yu-2019-guan-zhuang-bing-du-covid-19-bao-fa-kan-fa-ji-jin-ye-zhi-yin/
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zheng-jian-hui-jian-yu-2019-guan-zhuang-bing-du-covid-19-bao-fa-kan-fa-ji-jin-ye-zhi-yin/
https://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doc?refNo=20EC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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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zheng-jian-hui-zai-jiao-yi-suo-mai-mai-ji-jin-zhuang-jia-yin-2019-guan-zhuang-bing-du-da-liu-xing-zan-ting-ye-wu-hou-zhi-jiao-yi-suo-mai-mai-ji-jin-jing-li-ji-zhuang-jia-de-zhi-yin-xin/
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zheng-jian-hui-zai-jiao-yi-suo-mai-mai-ji-jin-zhuang-jia-yin-2019-guan-zhuang-bing-du-da-liu-xing-zan-ting-ye-wu-hou-zhi-jiao-yi-suo-mai-mai-ji-jin-jing-li-ji-zhuang-jia-de-zhi-yin-xin/
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zheng-jian-hui-zai-jiao-yi-suo-mai-mai-ji-jin-zhuang-jia-yin-2019-guan-zhuang-bing-du-da-liu-xing-zan-ting-ye-wu-hou-zhi-jiao-yi-suo-mai-mai-ji-jin-jing-li-ji-zhuang-jia-de-zhi-yin-xin/
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zheng-jian-hui-zai-jiao-yi-suo-mai-mai-ji-jin-zhuang-jia-yin-2019-guan-zhuang-bing-du-da-liu-xing-zan-ting-ye-wu-hou-zhi-jiao-yi-suo-mai-mai-ji-jin-jing-li-ji-zhuang-jia-de-zhi-yin-xin/
https://www.charltonslaw.com.cn/zheng-jian-hui-zai-jiao-yi-suo-mai-mai-ji-jin-zhuang-jia-yin-2019-guan-zhuang-bing-du-da-liu-xing-zan-ting-ye-wu-hou-zhi-jiao-yi-suo-mai-mai-ji-jin-jing-li-ji-zhuang-jia-de-zhi-yin-xin/
https://www.sfc.hk/web/EN/files/ER/FAQ_on_Post_Authorization_Compliance_Issues_COVID%2019_20200401.pdf
https://www.sfc.hk/web/EN/files/ER/FAQ_on_Post_Authorization_Compliance_Issues_COVID%2019_20200401.pdf
https://www.sfc.hk/web/EN/files/ER/FAQ_on_Post_Authorization_Compliance_Issues_COVID%2019_202004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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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增加波动因子的决定合理适当（即有完善稳健方法作

为支持，该方法可提供代表当时市场行情的准确资产

净值持）及符合投资者的最佳利益。该决定须通过一

个稳健的内部管治流程（需被妥善记录）；

(ii)  采用修订的波动因子之前就应将增加波动因子的决

定通知该基金的现有投资者、新投资者及（如适用）

基金分销商；

(iii)  基金经理须能够证明及合理解释采用的波动因子代

表当时的市场行情并符合投资者的最佳利益；及

(iv)  修订及采用更高水准的波动因子符合基金章程文件、

适用法律及基金所属国监管机构条例的规定。

倘若上述条件满足，基金经理可以透过基金网站及/或基金

常用通讯渠道通知投资者，并立即采用增加的波动因子。

基金经理还须就其拟增加或采用超过在基金销售文件中披

露的波动因子通知证监会。基金经理还须向证监会提交就增

加波动因子而发给投资者的通告子。证监会可以要求基金经

理事后对采用的波动因子进行合理解释并就上文第(iii)段内

容提供支持文件。

上述处理方法同样适用于基金经理采用反摊薄征费的情况。

问题2：倘若基金销售文件中尚未披露可以采用波动定价，证

监会认可基金能否采用上文《常见问题》1拟定临时措施中的

价格调整机制？

证监会回复

《常见问题》1中概述的临时措施仅适用于已在销售文件中披

露采用价格调整机制及流通性风险管理的基金。

证监会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销售文件中尚未包含波动定价机

制，但希望采用波动定价的基金。证监会要求该等基金的基

金经理向证监会提供如下资料：

(i)  为何需要实行波动定价；及

(ii)  相关基金的章程文件、相关管治法律条例及所在国监

管机构规定是否准许其采用波动定价机制。

尤其是基金经理须确保投资者利益不会遭受损且所有投资

者一直获公平对待。如有任何问题，应就个案征询证监会。上

文概述的处理方式同样适用于采用任何反摊薄征费的情况。

问题3：证监会会否就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引起的营运困难实

施任何有关或认可事项的临时纾困措施吗？

证监会回复

证监会正在实行以下临时措施，以缓解基金需严格遵守有关

或认可事项规定的压力。

i. 接受电子文件

准许基金经理以电子形式提交文件，但仅适用于所有申请及

获认可后档案，特别包括为实现获认可后条件而提交的文件。

申请或获认可后档案的正式收到日期为证监会收到完整全套

电子文件之营业日。

ii. 接受未签署文件

准许基金经理提交以下文件的未签署副本：申请表格、存档

表格、确认函及其他相关文件，前提是该等文件提交时应随

附符合相关表格签署要求的人士给予的确认电邮。证监会将

接受该等有关事项申请或存档的表格及文件（须整理有序）。

相关表格及文件的签名原件应根据现有规定在切实可行的情

况下尽快提交到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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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常见问题-《优化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认可申请程序 

— 新型冠状病毒（即COVID-19）》8

问题14：证监会将因为新冠病毒 疫情有关的营运困难

就新基金申请实施任何临时纾困措施吗？

证监会回复

证监会正在实行以下临时措施，以缓解新基金申请的行政负

担。

i. 接受电子文件

申请人获准许仅以电子形式提交关乎新基金申请的所有申请

文件。基金申请的正式收到日期为证监会收到全套电子文件（

需在该营业日下午6时之前收到）之营业日。若全套文件在该

营业日下午6时后收到，则正式收到日期为下一个营业日。

ii. 接受未签署文件

申请人获准提交以下文件的未签署副本：申请表格，资料清

单，确认函及其他相关文件，前提是该等文件提交时应随附

符合相关文件签署要求的人士给予的确认电邮。该等文件的

签名原件须根据现有规定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提交到证监

会。

iii. 证监会接受先提交新基金申请后缴纳申请费

若新基金申请材料井然有序（惟申请费尚未支付），证监会将

会受理申请。申请人应在收到证监会《受理函》后在切实可行

范围内尽快缴纳申请费。如有任何疑问，基金经理应联系其指

定证监会个案小组讨论付款安排。

8 证监会。常见问题-《优化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认可申请程序》。载列
网页：https://www.sfc.hk/web/TC/files/ER/FAQ_on_Application_
Procedures_for_Authorization_COVID%2019_20200401.pdf

https://www.sfc.hk/web/TC/files/ER/FAQ_on_Application_Procedures_for_Authorization_COVID%2019_20200401.pdf
https://www.sfc.hk/web/TC/files/ER/FAQ_on_Application_Procedures_for_Authorization_COVID%2019_202004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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