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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0 日，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跨境理

财通”业务正式落地实施。 

境理财通”允许大湾区居民

跨境投资区内银行销售的理

财产品。我们会于本文概括

“跨境理财通”的主要特点。  

 

“跨境理财通”的主要特点  

 

“跨境理财通”由“南向通”及“北向通”

组成。“南向通”指内地合资格居民投资

港澳银行销售的合资格理财产品，而“北

向通”指港澳合资格居民投资内地银行销

售的合资格投资产品。 

 

合资格理财产品  

 

在起步阶段，“跨境理财通”主要涵盖相

对简单及低至中风险的理财产品，包括：  

 

 
1 内地九市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i)  就“南向通”而言，在香港注册成立

并经香港证监会认可的基金、债券及

存款；及  

(i i)  就“北向通”而言，固定收益类公募

理财产品、权益类公募理财产品及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香港合资格银

行需要充分了解此等内地产品，以便

在对客户进行的银行风险分析程序中

评估对其客户的适用性。  

合资格投资者  

 

“跨境理财通”的合资格投资者必须：  

 

(i)  是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1的常住居民或

持有香港身份证（视情况而定）；  

(i i)  以个人名义进行投资；及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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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  被评估为不属于弱势社群的客户，即

对了解投资所涉风险及承受潜在损失

的能力较低的客户。  

就“南向通”而言，投资者也必须符合内

地监管机构规定的条件，例如资金及投资

经验的要求。2 

 

投资者须开立两个互相配对的账户：一个

在投资者居住地的跨境汇款专户，及一个

在另一市场的投资专户。每名投资者在任

何时间只能在每边市场持有一个此等专户。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向通”下，投资者

仍需在内地伙伴银行的初步批准后，前往

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内地城市完成开户手续。

尽管在开户方面增加了灵活性（包括内地

伙伴银行提供网上渠道让客户提交资料），

需要前往内地完成开户的要求可能阻碍

“北向通”计划下的资金流动，特别是在

目前新冠病毒疫情之隔离要求的情况下。

但是，投资者也可以选择将其在同一内地

伙伴银行持有的人民币账户指定为其投资

专户。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也

正就“北向通”开户探讨比较灵活并已使

用于“南向通”的鉴证安排。3 在开户之后，

投资者的户口选购合资格理财产品均可远

程操作，例如通过电话或网上银行，以允

许投资者无需身处销售银行（即内地银行）

的司法管辖区亦能管理其跨境投资。  

 

合资格银行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为可进行第一类

（证券交易）受规管活动，并经营零售银

 
2 http://www.gd.gov.cn/hdjl/hygq/content/post_3516551.html 

 
3 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insight/2021/09/20210910/ 

行或私人银行业务的注册机构（“香港银

行”）可以参与“北向通”计划。香港银

行须与大湾区内的一家合资格及符合内地

监管机构的要求的内地银行组成伙伴关系，

并签署合作协议，明确各方责任及义务。  

 

在“北向通”计划下，香港银行负责透过

汇款专户进行资金跨境汇款，而内地伙伴

银行负责理财产品的销售。有意开展“跨

境理财通”的香港银行应该在开展有关业

务的至少一个月前向金管局通报及提交自

我评估，并只可在获得金管局的无异议通

知后才能开展有关业务。另外，香港银行

应确保其伙伴银行已经被内地监管机构确

认为合资格提供有关服务。  

 

资金闭环  

 

“跨境理财通”以两个司法管辖区的银行

体系建立的一个闭环式资金管道运作。在

“跨境理财通下”，跨境汇款必须通过人

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以人民币进行，并不

得以其他方式汇款。  

 

在“北向通”计划下，香港投资者可以在

汇款至其内地投资专户之前于香港获得人

民币资金。参与该计划的投资者不受目前

香港居民 8 万元人民币的每天汇款上限的

限制。其投资户口的资金只能用于购买合

资格内地理财产品，并必须在退出投资时

利用闭环式资金管道汇款至其香港汇款专

户。投资者不得从其投资专户提取现金或

从其投资账户汇入任何账户。这可有效地

避免港币以人民币或其他货币的形式自由

流入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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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限制  

 

“ 北 向 通 ” 及 “ 南 向 通 ” 计 划 分 别 有

1,500 亿元人民币的总额度。香港银行及

其伙伴银行应在办理“跨境理财通”下的

汇款前，查询由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

行”）广州及深圳分行在每个交易日通过

官方网站公布的总额度使用情况，以防止

超出上限。  

 

另外，个人投资者的额度限制为 100 万元

人民币，意指其在“跨境理财通”下的汇

款专户至投资专户累计汇款不可多于此上

限。  

 

管控及监督方面  

 

金管局、人民银行及其他有关监管机构就

“跨境理财通”的管控安排签署了一份备

忘录。在香港方面，金管局负责“跨境理

财通”中香港银行的活动管控工作，包括

进行现场审查及非现场监察。4 如有香港银

行不遵守或违反有关规定，金管局及人民

银行会考虑暂停银行参与“跨境理财通”

业务的资格。金管局及香港证监会也可以

就不遵守的情况对有关香港银行及/或其相

关人员采取监管及/或执法行动。  

 

就投资者保障而言，有关内地及香港监管

机构将根据交易所属的司法管辖区内的法

律、法规及监管制度监督银行的活动。香

港银行应根据金管局的《处理投诉程序》

处理涉及跨境资金汇款的投诉，该程序订

明香港银行应备有适当的管理监控措施及

 
4 https://www.hkma.gov.hk/media/gb_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
circular/2021/20210910c1a2.pdf 

 
5 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9/20210915-4/ 

有效的投诉处理程序，以确保公平及时地

处理投诉。如投诉跟内地“跨境理财通”

理财产品有关，香港银行应转介该投诉至

其内地伙伴银行，为投资者提供适当协助，

并作出适当的跟进行动，以确保投诉在合

理时间内获伙伴银行的合适处理及回应。  

 

债券通 

 

“跨境理财通”是继股票互联互通（“沪

港通”、“深港通”）及“债券通”等计

划成功实施后，为促进内地及香港之间的

多元化投资而推出的计划之一。  

 

“债券通”于 2017 年 7 月 3 日启动，并

允许内地及香港投资者通过各自的金融基

础设施机构连接在对方的债券市场进行交

易。“北向通”（即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

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于同一天开始，投

资者可以通过其对中国内地银行间债券市

场的全现金债券进行交易，例如国债、地

方政府债、普通金融债、企业信用债券及

资产支持证券。但是，只有机构投资者有

资格在“债券通”下进行交易。由于“跨

境理财通”针对以个人身份于大湾区投资

的投资者，它可以补充“债券通”，为个

人投资者提供投资机会，并加强内地金融

市场的开放。  

 

2021 年 9 月 15 日，金管局及人民银行联

合宣布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启动“债券

通”的“南向通”以补充已在 2017 年推

出的“北向通” 5，并签署了修订版的

《“债券通”项目下人民银行与金管局加

https://www.hkma.gov.hk/media/gb_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2021/20210910c1a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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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ma.gov.hk/gb_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1/09/20210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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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这将为内地投

资者通过安全便捷的渠道投资香港债券市

场增加一条新途径，进一步发展内地及香

港的双向跨境投资。  

 

要点 

 

“跨境理财通”的开展是金融业重要的一

个里程碑，其深化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联系，

并扩大大湾区居民的跨境投资选择。这项

业务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其是首个在面向

个人投资者的理财产品中引入双向市场准

入机制的业务（允许“北向通”和“南向

通”同时开展）。虽然在“跨境理财通”

的起步阶段只有有限种类的合资格产品，

但金管局及人民银行会不时审阅及优化

“跨境理财通”。我们预计“跨境理财通”

在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涵盖更广泛的产

品范围。  

 

“跨境理财通”标志的另一重大进展是在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资本高效流动的同时，

又避免了未经授权突破中国内地外汇管制

的风险。加上“债券通”的“南向通”，

跨境投资将被大大地促进并加强香港作为

资金进出内地的重要桥梁之角色及其作为

国际集资中心的地位。我们预计会有更多

国际金融机构被吸引来香港建立或拓展其

业务，以把握这些计划带来的机会，进入

拥有庞大投资者基础的大湾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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