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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銀行雷曼兄弟迷你債券回購計劃問題解答  
 
 

1. 可否列出參與回購計劃的分銷銀行名單？ 
 
參與回購計劃的 16 家分銷銀行如下： 
 
(1) ABN AMRO Bank N.V.（荷蘭銀行） 

(2) 中國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3) 交通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4) 東亞銀行有限公司  

(5) 集友銀行有限公司  

(6) 創興銀行有限公司  

(7) 中信嘉華銀行有限公司  

(8) 大新銀行有限公司  

(9) 富邦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10) 中國工商銀行（亞洲）有限公司 

(11) 豐明銀行有限公司 

(12) 南洋商業銀行有限公司 

(13) 大眾銀行（香港）有限公司 

(14) 上海商業銀行有限公司 

(15) 永亨銀行有限公司 

(16) 永隆銀行有限公司 

 
2. 誰人符合資格接納分銷銀行的回購建議？ 
 
具資格接納分銷銀行的回購建議的客戶為符合以下說明者： 
 

(i) 曾於迷你債券初次發售中，經上述 16 家分銷銀行中任何銀行購買目前尚

未到期的迷你債券1；及 
 
(ii) 現時仍然持有上述尚未到期的迷你債券，  

                                                 
1 迷你債券系列五、六、七、九、十、十一、十二、十五、十六、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六、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

四、三十五及三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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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屬於以下任何一類的人士： 

 
(aa) 在初次購買迷你債券前三年內進行過五宗或以上槓桿式產品2 及／

或結構性產品3 交易的客戶；   
 
(bb) 在分銷銀行持有帳戶的非個人投資者4，而該帳戶是以在香港或其

他地方註冊為法團或成立的名義所開立；  
 
(cc) 《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 1 第 1 部中“專業投資者＂的定義第(a)

至(i)段所指的專業投資者；  
 
(dd) 《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第 571D 章）第 3 條所指

的專業投資者，而該客戶在購買迷你債券時，除本身同意被視為

專業投資者外，亦獲分銷銀行按照《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第 15.3 及 15.4 段的規定列為專業投

資者；或 
 
(ee) 較早前已就有關分銷迷你債券的申索與分銷銀行達成和解的客

戶。 
 
3. 回購建議包含甚麼條款？合資格客戶如接納回購建議，將會得到甚麼？ 
 
分銷銀行將會向合資格接納回購建議的客戶（“合資格客戶＂）提出回購建議，如合

資格客戶接納回購建議，將會從分銷銀行取得以下款項： 
 
首筆付款 
 
(a) 65 歲以下的合資格客戶（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獲相當於投資本金

名義價值 60%的款項；或 
 
(b) 65 歲或以上的合資格客戶（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不論是否與 65

歲以下的客戶聯名持有迷你債券，獲相當於投資本金名義價值 70%的款

項；  
 
                                                 
2 就回購計劃而言，“槓桿式產品＂指任何涉及槓桿效應的非上市證券產品（“槓桿＂指投資者透過現

金借貸、運用衍生工具或以其他方式增加本身對個別市場、風險或資產類别的投資額的方法）。 

3 就回購計劃而言，“結構性產品＂指結構上屬於債權證、其他證券或存款，而包含、參考或建基於某

衍生工具或某衍生工具策略的衍生工具或其他產品，包括但僅限於(i)信貸掛鈎票據、(ii)股票掛鈎票據、

(iii)股票掛鈎存款及(iv)私人配售票據，但不包括任何保本產品或上市證券。 

4 “非個人投資者＂不包括任何獨資經營公司、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稅務條例》第 88 條所指者）

或資產並非由證監會持牌基金經理所管理的非牟利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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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進一步付款 
 
分銷銀行取回某個迷你債券系列的抵押品並獲付變現款項後，會向持有該迷你

債券系列的合資格客戶再付一筆款項，細則如下： 
 
(i)  65 歲以下（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的合資格客戶將可按其最初投資

金額所佔比例，再獲支付款項（詳見下表）： 
 

 若該系列抵押品的取回價值比率少於該系列本金總額的 10%，獲

付款額將相等於取回抵押品的實際價值； 
 
 若該系列抵押品的取回價值比率為該系列本金總額的 10%至

70%，獲付款額將相等於投資本金的 10%；或 
 

 若該系列抵押品的取回價值比率超逾該系列本金總額的 70%，獲

付款額將相等於抵押品變現所得減去投資本金的 60%後的餘額。 
 

取回抵押品總額 0%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首筆付款及進一步

付款的總額 
 
 

60% 65% 70% 70% 70% 70% 70% 70% 70% 80% 90% 100%

 
(ii) 65 歲或以上（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的合資格客戶（不論是否與 65

歲以下的客戶聯名持有迷你債券）亦可再獲支付款項：若該系列抵押品

的取回價值比率超逾該系列本金總額的 70%，獲付款額將相等於抵押品

變現所得減去投資本金的 70%後的餘額（詳見下表）： 
 

取回抵押品總額  0% 5%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首筆付款及進一步

付款的總額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80% 90% 100%

 
 
4. 分銷銀行會否向早前已就迷你債券與其和解的合資格客戶提出回購建議？  
 
分銷銀行將提出自願向以下客戶支付一筆款項： (i) 早前曾就分銷銀行分銷迷你債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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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申索而與分銷銀行達成和解協議的客戶；及 (ii) 若非先前已經與分銷銀行達成和解

協議便合資格參與今次回購計劃的客戶，而這些客戶透過回購計劃可以取得的款項，

理應較根據先前和解協議所取回或將會取回的總額為多（“已和解的合資格客

戶＂）。（若客戶已與分銷銀行達成和解，但並沒有將迷你債券售予分銷銀行，分銷

銀行將會按以下有關金額向這些客戶提出回購建議。） 
 
分銷銀行將按以下細則，向已和解的合資格客戶付款： 
 

(a) 若已和解的合資格客戶為 65 歲以下（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而和
解金額少於投資本金的 60%： 

 
 獲付款額將相等於投資本金的 60%與和解總額之間的差額；再加

上  

 在分銷銀行取回抵押品變現所得後，按照問題 3 答案 (i) 獲得的進

一步付款。 
 

(b) 若已和解的合資格客戶為 65 歲或以上（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而
和解金額少於投資本金的 70%： 

 
 獲付款額將相等於投資本金的 70%與和解總額之間的差額；再加

上  

 在分銷銀行取回抵押品變現所得後，按照問題 3 答案 (ii) 獲得的

進一步付款。 
 

(c) 若已和解的合資格客戶：(i) 為 65 歲以下（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
而和解總額相等於或高於投資本金的 60%；或 (ii) 為 65 歲或以上（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而和解總額相等於或高於投資本金的 70%： 
 
 客戶獲付款額將相等於抵押品變現所得（按照問題 3 答案 (i) 及 

(ii)，視乎何者適用而定）減去根據先前和解協議所取回或將會取

回的總額後的餘額。 
 

5. 合資格客戶應否接納回購建議？ 
 
合資格客戶應仔細考慮回購建議的條款及個人情況，才決定是否接納回購建議。如有

需要，應自行諮詢獨立的法律及財務意見。 
 
6. 若接納回購建議，應辦理甚麼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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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銀行於 2009 年 8 月 7 日開始以掛號方式發出回購函件，預計在約五個工作天內寄

出所有函件。登記地址位於香港的合資格客戶，應可於 2009 年 8 月 14 日或之前收到

回購函件，登記地址位於海外的合資格客戶則可能在該日之後才收到函件。 
 

若合資格客戶決定接納回購建議，便須簽署附於回購函件的接納表格，並將表格交回

分銷銀行，接納條款概述如下：  
 
(a) 將迷你債券轉讓予分銷銀行；  
 
(b) 免除分銷銀行及其現任和前任員工承擔因銷售迷你債券而引起的申索；  
 
(c) 撤回及永久終止因迷你債券引起或與迷你債券相關而正在進行的法律訴

訟或調解；及 
 
(d) 撤回就迷你債券的銷售而作出的投訴。 

 
同樣，分銷銀行亦會於 2009 年 8 月 3 日至 10 日該星期內某個日期（確實日期稍後公

布）致函已和解的合資格客戶，通知他們分銷銀行將按照問題 4 的答案自願向他們付

款或提出回購建議。  
 
 

7. 可否述明合資格客戶接納回購建議的最後限期？ 
 
若合資格客戶決定接納回購建議，必須簽署附於回購函件的接納表格，並於回購函件

發出當日起計 60 天內，將接納表格交回分銷銀行。 
 
8. 未能及時取閱回購函件的合資格客戶又怎樣？ 
 
若合資格客戶未有在原來的 60 天期限內接納回購建議，但能提供合理理由，分銷銀行

須將回購建議視作仍然有效，並給予有關客戶額外 30 天時間接納回購建議。但若該合

資格客戶在這 30 天內沒有接納回購建議，回購建議便會自動失效。 
 
9. 合資格客戶是否必須接納回購建議？ 
 
合資格客戶不一定要接納回購建議。不接納回購建議不會影響其就迷你債券的銷售提

出申索的法律權利（如有的話）。 
 
10. 若合資格客戶無意接納回購建議，應怎樣做？ 
 
如合資格客戶決定不接納回購建議，可向分銷銀行交回附於回購函件的拒絕表格。若

合資格客戶在指定期限內沒有接納回購建議，便會自動視為不接納回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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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若合資格客戶接納回購建議，分銷銀行將於何時付款？ 
 
首筆付款 

 
分銷銀行將於接獲合資格客戶填妥的接納表格後的 30 天內，向合資格客戶支付首筆款

項（見問題 3 的答案）。 
 

至於已和解的合資格客戶，分銷銀行將於 2009 年 9 月 22 日 或之前向他們支付首筆款

項（如有的話）。  
 
進一步付款 
 
分銷銀行將於取回某個迷你債券系列的抵押品變現所得後的 30 天內，向持有該迷你債

券系列的合資格客戶／已和解的合資格客戶進一步付款（如有的話）（見問題 3）。

   
 
12. 款項將會以何種貨幣支付？ 
 
分銷銀行將會以港元支付首筆款項及進一步款項，但如有關迷你債券系列以美元計

值，分銷銀行會以美元付款。 
 
13. 如何聯絡參與回購計劃的分銷銀行？ 
 
通過參與回購計劃的分銷銀行購買迷你債券的客戶，若對這項回購計劃有任何疑問

（包括其是否回購建議的合資格客戶）或對回購計劃的運作有任何投訴，應直接聯絡

相關的分銷銀行。 
 
 
東亞銀行的聯絡方法如下： 
 

東亞銀行有限公司 

熱線電話：  2211 1311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5 時正  

     （香港時間） 

     星期六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1 時正 

     （香港時間） 

傳真：  3608 6078 

電郵：  lebddcobr@hkbea.com 

網址：  www.hkb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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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銷銀行在界定客戶有否在初次購買迷你債券前三年內進行過五宗或以上槓桿
式產品及／或結構性產品交易時，會否只考慮透過向其提出回購的分銷銀行所
進行的交易？會否同時考慮客戶透過其他銀行或經紀行進行的交易？ 

 
分銷銀行只會計入客戶透過該行所進行的交易，客戶透過其他銀行或經紀行進行的交

易將不包括在內。 

15.  “槓桿式產品＂交易及“結構性產品＂交易是否包括槓桿式外匯交易、外幣掛
鈎存款、備有孖展買賣額度或認購首次公開招股？ 

不包括。但非上市證券的孖展交易則包括在內。 
 
16. “買入＂及“沽售＂會否視作不同的交易？ 

所謂一宗交易，是指購入或認購槓桿式產品或結構性產品的交易。換言之，將同一槓

桿式產品或結構性產品脫手或沽售，不算為另一宗交易。 
 
17. 註 2 所指的“非上市證券＂是否包括權證？ 

“非上市證券＂包括非上市權證，但不包括上市權證。 
 
18. 註 4 訂明“非個人投資者＂不包括獨資經營公司、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或非牟
利機構。分銷銀行將向上述類別的投資者提出怎樣的回購建議？ 

分銷銀行將向合資格獨資經營者提出與其他合資格客戶相同的回購建議，即 65 歲以下

（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的獨資經營者將獲付相當於其投資本金 60%的首筆款

項，而 65 歲或以上（截至 2009 年 7 月 1 日計）的獨資經營者則獲付相當於投資本金

70%的首筆款項。至於合資格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及非牟利機構，分銷銀行將會提

出與其他 65 歲以下合資格客戶相同的回購建議，即首筆付款為投資本金的 60%，並

在取回相關抵押品後再按有關條款支付額外款項。 
 
19. 分銷銀行在界定客戶是否《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第 3 條所指的專業
投資者時，會以哪個時候作為界定的基準？ 

客戶會否被界定為《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規則》第 3 條所指的“專業投資

者＂，取決於客戶透過相關分銷銀行購買迷你債券時，分銷銀行有否根據證監會《操

守準則》第 15.3 及 15.4 段，將這名客戶界定為專業投資者，以及客戶有否簽署聲

明，同意被視作專業投資者。 
 
20. 若迷你債券以聯名方式持有，而只有其中一名聯名持有人為合資格客戶，分銷銀
行會否向該聯名帳戶提出回購建議？回購款額將如何分配？ 

在這個情況下，分銷銀行會向該聯名帳戶提出回購建議。至於回購款項的分配，則屬

聯名帳戶持有人之間的私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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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接納回購建議的客戶會否失去向迷你債券美國抵押品受託人提出集體訴訟的權
利？ 

一般來說，客戶若接納回購建議，便須放棄向分銷銀行及其高級人員或僱員提出申索

（如有的話）。我們不能就參與美國集體訴訟的權利，向迷你債券投資者提供意見。

投資者應考慮諮詢美國律師的意見。 
 
22. 16 家分銷銀行向合資格客戶發出的接納表格是否完全相同？接納表格有否經證監
會審閱？ 

16 家分銷銀行採用完全相同的接納表格，表格經由證監會及金管局審閱，確保內容與

回購協議相符。客戶不得修改接納表格的條款；若接納表格曾作出修訂，分銷銀行有

權不理會這些經修訂的表格。 
 
23. 若客戶透過一家分銷銀行購入數個系列的迷你債券，客戶能否接納分銷銀行回購
某些系列，但不接納銀行回購另一些系列？ 

這類客戶不能只接納分銷銀行回購某些系列的迷你債券。他們必須決定的，是會否接

納分銷銀行對所有尚未到期迷你債券的回購建議。 
 
24. 為甚麼證監會不能披露每個迷你債券系列抵押品的剩餘價值，讓合資格客戶可以
在考慮過這些資料後，才決定是否接納回購建議？ 

香港銀行公會雷曼事件專責小組在 2008 年 12 月 29 日向立法會提交了由安永會計師

事務所製備的報告，當中列明迷你債券的結構及價格。證監會認為，洽商回購協議

時，這份報告載有抵押品價值的最全面的資料；報告第 17 及 18 頁的列表臚列各個迷

你債券系列在 2008 年 11 月 21 日的剩餘價值 （連結：http://www.legco.gov.hk/yr08-
09/english/panels/fa/papers/fa1230cb1-489-3-e.pdf（只備英文本）） 。 

除上述資料外，對於抵押品現有價值，證監會並無掌握任何其他獨立專家的意見，亦

不知悉有其他獨立專家作出過有關意見。 

協議顧及到現時未能確定可取回抵押品的價值這一情況。假如客戶循其他途徑取回的

款額只相等於可取回抵押品的市價，只要有關方面能取回相關抵押品並分發變現所得

款項，回購計劃應可確保接納回購建議的合資格客戶可取得相同或較高的金額總數。 

即使可取回抵押品的價值低於安永估算的價值，回購方案仍然可以為合資格客戶取回

相當於或超過投資額的 60%（65 歲或以上客戶可取回 70%或以上），而無須因為他

們無法控制的不確定因素、程序延誤及訴訟費用而受影響。假如可取回抵押品價值少

於 60%至 70%，協議確保投資者最少可取回上述數額的款項。假如可取回抵押品價值

超逾上述水平，分銷銀行將會向投資者付還超出該水平的餘額。 

對投資者而言，接納回購協議後所得，不會較繼續持有迷你債券為差。事實上，對持

有較早系列的迷你債券投資者來說，透過回購計劃得到的款項，很可能遠高於他們在

抵押品取回後所得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