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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资产交易所的人须向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

监会）申请牌照。有人建议获发牌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

应遵守《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附表2中的

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规定以及其他监管规定。

该《咨询总结》亦概述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对建立贵重金

属及宝石交易商两级注册制度建议的回应，相关内容本法

讯中未涵盖。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有关在香港建立虚拟
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的建议

a. 经营香港虚拟资产交易所的受规管活动范
围

虚拟资产交易所定义

有人建议将经营虚拟资产交易所的业务指定为受规管活动

（受规管虚拟资产活动）。虚拟资产交易所的定义包括具

以下特征的交易平台：容许或邀请客户落盘，以货币或虚

拟资产买入或卖出任何虚拟资产，并在业务过程中曾保

管、操控、控制或管有任何货币或虚拟资产。

私人交易平台若不会在任何时间管有客户的金钱或虚拟资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完成对 

香港虚拟资产交易所发牌制度的咨询工作
2021年05月21日，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香港虚拟资

产服务提供者刊发了《有关香港加强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

资金筹集（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规管立法建议

的咨询总结》1（咨询总结）。该等咨询总结内容是为回

应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于2020年11月发出的咨询文件2而作

出，该份咨询文件中建议为香港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建

立一项新的发牌制度。有关该份咨询文件的详细讨论，请

参阅本所法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就虚拟资产交易所拟议

设立发牌制度进行咨询》。3 

为减低虚拟资产造成的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

险，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特别组织）现要求各个司法权

区就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事宜对虚拟资产服务提

供者进行规管并监管其合规性。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建议透

过在《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第615章）

下建立香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以及作出部分杂

项技术修订遵从特别组织的规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建议

在《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下建立香港虚拟

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这就要求任何有意在香港经营
1 https://www.fstb.gov.hk/fsb/tc/publication/consult/doc/consult_

conclu_amlo_c.pdf
2 https://www.fstb.gov.hk/fsb/tc/publication/consult/doc/consult_

amlo_c.pdf
3 https://www.charltonslaw.com/fstb-consults-on-proposed-

licensing-regime-for-virtual-asset-exchanges/

https://www.fstb.gov.hk/fsb/tc/publication/consult/doc/consult_conclu_amlo_c.pdf
https://www.fstb.gov.hk/fsb/tc/publication/consult/doc/consult_conclu_amlo_c.pdf
https://www.fstb.gov.hk/fsb/tc/publication/consult/doc/consult_amlo_c.pdf
https://www.fstb.gov.hk/fsb/tc/publication/consult/doc/consult_amlo_c.pdf
https://www.charltonslaw.com/fstb-consults-on-proposed-licensing-regime-for-virtual-asset-exchanges/
https://www.charltonslaw.com/fstb-consults-on-proposed-licensing-regime-for-virtual-asset-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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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实际交易在该平台外进行，则不属虚拟资产交易所

定义的规管范围内。

属发牌制度范围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将需根据《打击洗钱及

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向证监会申请牌照。

虚拟资产定义

虚拟资产的定义涵盖具以下特征的以数码形式进行价值表

达的：

(i)  计算或储存资产价值的单位；

(ii)  其目的（或拟议目的）是作为公众接受的交易媒介，可作

货物或服务付款、清偿债项或投资用途；和

(iii) 可透过电子方式转移、储存或买卖。

虚拟资产的定义并不涵盖法定数码货币（包括中央银行发

行的数码货币）、受《证券及期货条例》（第571章）规

管的金融资产、现时单独受《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条

例》（第584章）规管的储值支付工具和某些封闭式、有

限用途产品。

封闭式、有限用途产品是指那些不可转移、交易或互换的

产品，例如飞行里数、信用卡奖赏、礼品卡、顾客奖赏计

划、游戏代币等。 

虚拟资产的定义适用于各种形式的虚拟货币，不论其价

值稳定（例如「稳定币）」与否，亦不论其担保资产的

类别。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认识到虚拟资产市场的不断发展，且为

应对这一点，有人建议应确保法例具有弹性。在这种情况

下，将赋权证监会订明构成虚拟资产定义的特质。此外，

还会赋权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一般情况或指定情

况决定以数码形式表达的价值可否被视为虚拟资产。

b. 香港虚拟资产交易所发牌条件

资格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最初建议只有在香港成立并有固定营业

地点的公司，方会被考虑获批给香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

牌照。不过，鉴于表示非香港公司亦须有资格获发牌的反

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其原先的提案进行了修订，即调

整为亦准许在香港以外成立但是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章）在香港注册的公司申请香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

牌照。

不具备法人地位的自然人或商业模式并不符合资格申请香

港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牌照。

负责人员的委任

发牌申请人将需委任最少两名负责人员。该负责人员将总

体负责确保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遵守打击洗钱/恐怖分子

资金筹集规定和其他规管要求。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的所

有执行人员均须担任负责人员之职。

适当人选准则

申请人须符合适当人选准则，才可被考虑获发香港虚拟资

产服务提供者牌照。其负责人员及最终拥有者亦须符合适

当人选准则。证监会会基于以下方面（同时考虑其他各种

相关因素）厘定个别人士是否属适当人选： 

(i)  该人士是否曾在任何地方被裁定干犯洗钱或恐怖分子

资金筹集罪行或其他严重罪行，或曾被裁定与欺诈、舞

弊或不诚实行为有关的罪行；

(ii)  该人士是否曾经违反或有可能不遵守适用于持牌虚拟资

产服务提供者的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规定或其

他规管要求；

(iii) 该人士的经验和相关资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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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该人士是否信誉良好和财政稳健。

c. 香港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的规管要求

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规定及其他规管要求

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须遵守《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

金筹集条例》附表2所载列的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规定，包括为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记录方面的规定。持牌

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亦须遵守额外的旨在针对保障投资者

的规管要求。

为确保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具备以符合发牌制度规定

的方式经营虚拟资产交易所的能力和知识，持牌虚拟资产

服务提供者亦须符合某些指明的规管要求，包括该虚拟资

产服务提供者的财政能力，知识和经验，业务稳健程度，

风险管理，分隔和管理客户资产，财务汇报和披露，防止

市场操控和违规活动，以及防止利益冲突。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已解释道，为减轻市场就紧接上文内容

而讨论的规管期望提出的担忧，证监会会在发牌制度实施

前准备及刊发一套详细的规管要求以作咨询。

专业投资者的限制

在该《咨询总结》中，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指出收到的意见

书中有超过40%支持容许散户投资者参与虚拟资产交易所

的交易活动。但是，鉴于虚拟资产行业属新兴行业，其所

牵涉的风险较传统金融市场为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将只

容许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向专业投资者提供服务（专

业投资者要求）。鉴于虚拟资产业务会带来的风险，特别

是其属高科技行业并具有高度的投机性，财经事务及库务

局认为专业投资者要求对于确保投资公众获得适度保障方

面是必要的。不过，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其将继续留意

行业情况，待市场成熟时再检讨相关要求。

d. 香港开放式牌照

牌照将持续有效，除非被证监会撤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认识到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须作出相当大的投资以营

运具竞争力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因此，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认为开放式牌照对于在营运环境中提供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而言是必要的。一些回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定期检讨，以

确保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交易所能妥当地进行受规管

的虚拟资产活动。然而，鉴于证监会持续拥有检视及在适

当的时候撤销牌照的权力，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认为这并非

必要。证监会会持续密切监管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的

操守及运作，且具备采取处分行动的必要权力，例如在虚

拟资产服务提供者行为不当或者不符合适当人选准则时暂

时吊销或撤销其牌照。

e. 香港关于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条件的
豁免和限制

除了在自愿发牌制度下受到证监会根据《证券及期货条

例》作为持牌法团监管的虚拟资产交易所外，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不会就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条件另外提供

任何豁免。

为了避免投资者因无牌虚拟资产交易所而蒙受风险，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亦会禁止非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在香港

或境外向香港公众积极推广受规管的虚拟资产活动或者香

港以外其他地方开展的类似活动。

180日宽限期

就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生效时正在开展受规管虚

拟资产活动的交易所而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建议向该等

交易所提供180日过渡期，用以取得证监会牌照。虽然对

该提案存在各种回应，其中一些回应者要求提供更长的过

渡期，而其他回应者则建议申请者在提交发牌申请后即可

被视为已持牌，但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最终决定维持180

日的过渡期，亦认为其足以让申请人提交申请。

f. 证监会对持牌虚拟资产交易所的权力

证监会将获赋权监管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执行《打击

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下的打击洗钱/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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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筹集法规规定及其他责任。

证监会将获赋权进入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及其有联

系实体的业务处所进行例行视察、要求提供文件和其他

纪录、调查违规情况及对违规行为施加行政处分（包括

上文提及的暂时吊销或撤销牌照）。此外，证监会将获

赋权在某些情况下且有必要时限制或者禁止持牌虚拟资

产服务提供者及其有联系实体的运作，例如为保障客户

资产而必要的情况。该等权利包含禁止交易或者限制处

置财产的权力。

法定上诉范围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覆核审裁处可以处理的覆核

决定范围将进一步扩展，涵盖就证监会未来在实施虚拟资

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和监管制度下所作出的相关决定而提出

的上诉。

g. 无牌虚拟资产活动，不遵守规管要求及其
他罪行的罚则

根据新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发牌制度，将针对无牌活动

及不遵守规管要求的情况订立行政及刑事罚则。行政罚则

包括针对违反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规定或其他规

管要求等失当行为而暂时吊销或撤销牌照、谴责、勒令

作出纠正和罚款（最高金额为1,000万美元，或获取的利

润或避免的损失所涉金额的三倍，以金额较高者为准）。

建议的刑事罚则摘要如下表：

行为/犯罪 处罚

无牌进行受规管的虚拟资

产活动

罚款500万港元和监禁7

年 ； 以 及 如 属 持 续 的 罪

行：就该罪行持续期间的

每一日，另处罚款10万港

元

行为/犯罪 处罚

在与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

牌照申请相关的情况下，

就任何要项作出虚假、具

欺骗性或具误导性的陈述

罚款100万港元及监禁2年

违反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

金筹集的法定要求

罚款100万港元及监禁2年

为诱使他人购入或出售虚

拟资产而作出有欺诈成分

或罔顾实情的失实陈述

罚款100万港元及监禁2年

对《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作出
技术修订

为处理《特别组织对香港的相互评估报告》中提出的技术

性事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建议对《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

资金筹集条例》作出若干技术修订。

a. 政治人物一词的定义

 根据特别组织的要求，修订「政治人物」一词的定

义，并赋权监管机构制订指引，容许根据风险程度

考虑豁免对前政治人物进行更严格的客户尽职审

查。

b. 信托的实益拥有权

 修订《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下信托

中「实益拥有人」的定义，使之与《税务条例》（

第112章）下「控权人」的定义更为一致，订明「

实益拥有人」包括受托人、受益人和受益人类别。

c. 非面对面情况

 容许在客户没有亲身进行身分识别和核实的情况下

使用数码身分识别系统以协助执行客户尽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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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无牌金钱服务经营

 将针对无牌经营金钱服务的处罚水平提高至罚款

100万港元及监禁2年。

e. 监管资料交换

 将赋权规管机构交换打击洗钱/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监

管资料的各类香港条例中订立的各项不同条文整合

成为《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下的单

一条文。

该《咨询总结》的实施

香港政府现着手基于该份《咨询总结》拟备修订条例草

案，目标是在2021-22年立法年度内提交予立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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