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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及發行人提供之相關產品/發售文件或資料的內容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證
監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新加坡金管局」）或香港或新加坡的任何監管機構審閱，務請閣下就本
文件及相關產品/發售文件或資料謹慎行事。如閣下對本文件及相關產品/發售文件或資料的任何內容有任何
疑問，應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 

本文件可能涉及複雜債券，該等債券可能涉及衍生工具和/或特定特徵（例如吸收虧損、永續、次級、酌情
支付票息、可交換、應急減記、股權轉換、可展期、擁有多個信貸支持提供商等）和/或普遍爲次級債券，
投資者應就此等產品謹慎行事。請注意，此等有吸收虧損特徵的債券屬於高風險的複雜產品，因為此類產
品承擔損失的情況難以預測，而且事前對損失量的評估也非常不確定。此等產品通常不適合散戶投資者。
除非閣下已完全瞭解並同意接受所有風險，否則閣下不應對這些産品進行投資。投資者在訂立任何一項交
易或對任何產品作出投資前，應充份瞭解産品/投資的條款、細則及特徵，以及投資該產品的風險和優點，
並在作出投資前諮詢其法律、監管、稅務、財務及會計顧問。如本文件及相關產品/要約文件有提供過往表
現資料，則此類過往表現並非未來業績指標。若閣下對産品風險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若任何本文件所述產品已獲香港證監會認可，該認可並不表示獲得官方推介或香港證監會認可不等如對該
產品作出推介或認許，亦不是對任何產品的商業利弊或表現作出保證。儘管本文件可能有其他規定，本文
件所述産品並未獲得香港證監會的認可且僅可在香港發售予「專業投資者」（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及據此制定的任何規則）。本文件所述産品並未獲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監管的認可且
僅可在新加坡發售予「認可投資者」（定義見新加坡法例第289章《證券及期貨法》）。本文件所述每個産
品並不等同於定期存款，亦不應被視爲定期存款之替代産品。本産品並不屬受保障存款、及不受香港《存
款保障計劃》及新加坡Deposit Insurance Scheme保障或保險。 

本文件未能披露産品的所有可能風險。 

個別發行中，條款可有不同定義。投資者應閱讀並理解相關産品手册及條款清單、發行章程/發行計劃（可
根據要求提供）以及所有其他發售文件（統稱「產品文件」），尤其是風險因素，以知詳情。 

風險警告 

本產品並不擬作亦不應向歐洲經濟區的任何零售投資者要約、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歐洲經濟區的任何零售投
資者是指符合以下其中之一或多個身份的人士： (i)《金融工具市場指令2》(MiFID II) 第2014/65/EU號指令第4(1)
條第（11）項中定義之零售客戶；(ii)《保險調節指令》(IMD) 第 2002/92/EC號指令中定義之客戶，而該客戶不
符合《金融工具市場指令2》(MiFID II) 第2014/65/EU號指令第4(1)條第（10）項中定義之專業客戶的資格；或 
(iii) 不屬第2003/71/EC號指令（已被修訂，包括被第2010/73/EU號指令所修訂）及歐洲經濟區相關成員國的任何
相關執行措施中定義之合資格投資者。因此，向投資者提出要約或出售本產品時，概無根據《零售及保險投資産
品組合規例》(PRIIPS) 第1286/2014 號編制（向歐洲經濟區零售投資者提出要約或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本
產品時）所須要提供的重要資訊文件，因此，根據《零售及保險投資産品組合規例》(PRIIPS) 規定，向歐洲經
濟區零售投資者提出要約或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本產品將被視爲違法行爲。 

出售限制 

JU 747/845/846/847 

中文譯本，僅供參考，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含糊不清或歧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投資考慮因素 
相應類別的債券擬派發予具備以下投資特徵及瞭解相應債券特點及風險的投資者 : 

金融次級債券  
(二級資本債券、一級
資本債券、舊制一級
資本銀行債券、額外
一級資本債券等） 

銀行非優先高級債券
（三級資本） 

及銀行控股公司債券 
應急可轉債券（Coco債券） 

投資年期 中期至長期 長期 

需注意及瞭解
的事項 

• 瞭解債券及衍生工具  
• 瞭解債券特徵及風險，尤其是在無法存續

事件吸收損失的特徵與二級資本、一級資
本、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券、及額外一級
資本債券的酌情支付票息 

• 瞭解債券及衍生工具  
• 瞭解債券的特徵及風險，尤其

是損失吸收特徵、債轉股觸發
事件、酌情支付票息、以及這
些債券的非累積性與高度次級
本質 

風險等級 5 - 7 5 - 7 7 

提前終止/退出 有關每隻債券的提前終止特徵（如有）及/或提前退出懲罰（如有），請參閱相關條
款單張/產品文件。 

該等產品的替代投資： 
同一發行人的高級債券或類似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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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詞匯表  

AT1 額外一級資本（Additional Tier 1） 

BRRD 《銀行復蘇與清算指令》(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 ) 

Bank Holdco 銀行控股公司 

CBR 綜合資本緩衝要求(Combined Buffer Requirement)  

CET1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Common Equity Tier 1)  

CMS 固定期限掉期協議(Constant maturity swap)  

Coco 應急可轉債券(Contingent convertible ) 

CRD 《資本要求指令》(Capital Requirements Directive) 

CT1 核心一級資本(Core Tier 1 ) 

EU 歐盟(European Union) 

FSB 金融穩定理事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G-SIB 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lobal 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banks） 

MAD 最大可分配金額(Maximum Amount  Distributable) 

MREL 合格負債最低比率(Minimum Ratio of Eligible Liabilities) 

NPS 非優先高級債券(Non Preferred Senior ) 

PONV 無法存續事件(Point of non-viability)  

RT1 受限一級資本(Restricted Tier 1)  

RWA 風險加權資産(Risk-weighted assets)   

SCR 償付能力資本要求(Solvency Capital Requirement) 

TLAC 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 

YTM 到期收益率(Yield-to-maturity) 

損失吸收債券概覽 
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在亞洲區視以下工具作為損失吸收債券： 
• CoCo債券 (設有明顯觸發點) 
• 銀行非可換股額外一級資本債券 
• 銀行舊制一級資本債券 
• 銀行二級資本債券 
• 個別國家的銀行高級非優先債券（三級資本或低次高級債）及銀行控股公司債券 



第一部分:  
金融次級債券 (二級資本債券、一級資本債券、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券、額外一級資本債券等） 6 

• 金融次級債券的發展  7  
• 市場當前發行的金融次級債券 8  
• 已發行但尚未到期的金融次級債券 9 
• 金融次級債券實踐 11 
• 範例：法國的銀行債務 – 債權人等級 12 
• 情況分析 13 
• 特定風險因素 14 

 

第二部分:  
應急可轉債券（Coco債券）  15 

• 何爲應急可轉債券？ 16 
• Coco債券常見術語 17 
• Coco債券估值及風險評估的關鍵參數 18 
• 特定風險因素 19 

 

第三部分:  
銀行非優先高級債券（三級資本）及銀行控股公司債券  21  

• 非優先高級債券的出現  22 
• 範例說明：法國的銀行債務 – 債權人等級及可能出現的情況                                                         24 
• 其他損失吸收債券 25 
• 特定風險因素 26 

 
一般風險因素  27 
 
免責聲明 
 

附錄:  
• 應急可轉債券及金融次級債券（二級資本債券、一級資本債券、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券、額外一級資本債

券等）（統稱「産品」）之交易及投資確認書 
• 金融次級債券（二級資本債券、一級資本債券、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券、額外一級資本債券等）（統稱「

産品」）之交易及投資確認書 

 

內容 



第一部分:  
 
金融次級債券 
 (二級資本債券、一級資本債券、舊制一級資本銀行
債券、額外一級資本債券等） 

6 金融次級債券、應急可轉債券及銀行非優先高級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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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危機凸顯了銀行系統固有的系統性風險及銀行業亟需資本結構調整。  

在這一背景下，巴塞爾委員會及各國政府决議，任何損失須由銀行的股東及某些債權人（而非納稅人
）承擔。爲此，《巴塞爾協定3》大幅收緊了銀行規管規則。如今，銀行更加規範，資本充足率更高
。  

爲了分散銀行資本來源（如資本增長、利潤保留），銀行及保險公司次級債券形式的新證券在2014
年應運而生。根據發行時定義的規則，這些證券有資格作爲規管資本，並能吸收潜在損失。  

對於這些新證券，執行認購期權、贖回、及票息支付皆由相關監管機構來確定。  

實際上，如有必要（自救）1所有這些證券皆可吸收損失。歐盟《銀行復蘇與清算指令》(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簡稱BRRD）2將信用機構及投資公司的「無法存續事件」（
Point of Non-viability，簡稱PONV ）定義爲，「相關主管機關認定該機構符合清算條件的時刻，或
相關主管機關决議該機構無法存續，除非那些資本工具被打銷或被轉換」。「PONV」可觸發i)額外
一級資本債券(簡稱AT1)3、一級資本、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券，及ii)二級資本的「自救」程序（如必
要），這取决於損失程度。該時刻由專家委員會予以計算。   

主管機關可决定觸發清算程序，（如實施）可吸收損失。根據BRRD的定義，損失吸收符合「額外一
級資本債券與二級資本在發行機構發生PONV時完全吸收損失」的事實。 

清算程序涉及一家公共（「清算」）主管機關在銀行或金融機構破産前實行預防性干預，以便對其進
行重構，或實施平穩的清算程序，以儘量减少對銀行或金融機構客戶及經濟其他部分的影響。  

銀行清算的目的是防止銀行徹底破産（通常指「暫停支付」）。實際上，對銀行或金融機構而言，破
産後幾乎總是導致其被法院接管，並造成下列所有影響（凍結客戶賬戶、連帶客戶及債權人受影響、
銀行及金融服務中斷、債權人及股東提共的資本價值凍結和損失被延長、金融機構資産價值遭受損失
等）。  

BRRD(2014/59/歐盟）於2014年5月15日被通過，其中第32條規定了系統性銀行或其破産會對經濟産
生重大影響的銀行在何種情況下須採取清算機制。此機制是基於金融機構預先設定並經主管機關批准
的計劃。該機制列明瞭使用各種工具（包括設立過渡銀行已提取及轉售健康資産、資産分離、非主要
資産的徑流管理及自救工具）的規則。 

金融次級債券的發展 

1  自救是指對金融機構的救助，該機構瀕臨破産，且債權人和存款人的持股會因而承受損失。 

2  BRRD在歐盟建立了針對銀行及投資公司復蘇及清算的共同辦法。 

3  AT1是由遵循《巴塞爾協定3》規定的銀行一級資本新發行的，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標準或不同。詳情請參閱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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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當前發行的金融次級債券 
• 銀行二級資本債 

這些債券有以下特點：i) 附屬於高級債，ii) 定期，iii) 發行滿5年後可贖回，iv)投資期最短5年，及
v)發行人不能延遲票息支付。發行人面臨暫時困難時，監管機構可阻止認購期權的執行，或延遲
至到期日贖回。但當發生PONV（如違約前的階段）時，可能需要採取更嚴格的措施：按債券面
值吸收損失、按消减的面值計算票息等。若發行債券的金融機構在吸收普通股、權益資本、AT1
次級債券及就二級資本債採取的其他各種措施所産生的損失後，維持無法存續狀態，二級資本債
持有人可能亦面臨其債權人倉位减損。 

• 保險二級資本債 

其原則與「銀行二級資本債券」相同。「保險二級資本債券」受歐盟《償付能力二號指令》規管
，該指令設定了最低資本率。這些工具可能無到期日（即，永續型）且投資期最短爲10年。首次
認購必須在發行滿5年後方可執行。若最低償付能力資本要求（Solvency Capital Requirement，
簡稱SCR）界限被突破，則必須延遲票息支付。 SCR相當於承擔一年風險所需的最低資本金額
。未支付的票息可能不一定失去（累積票息）。保險二級資本債券與銀行二級資本債券的主要差
異在於，這些債券一般無明確的損失吸收條款。   

• 非應急可轉AT1債券（無明確/機械式損失吸收觸發水平）  

美國、日本、南韓、臺灣、印度等國並未就《巴塞爾協定3》項下AT1證券規定明確/機械式的損
失吸收觸發水平。這些國家的銀行AT1債券大部分僅設有無法存續觸發水平，即監管機構認定該
銀行已不再有能力運作的水平。這些額外一級債券亦i)附屬於高級債及二級資本債券，當損失吸
收機制（發生PONV）被觸發時，受償順序僅排在普通股之後，及ii)擁有無限存續期，有可能於
發行日滿5年後可認購期權。 

• 應急可轉AT1債券（有明確/機械式損失吸收觸發水平）    

應急可轉AT1債券i)附屬於高級債及二級資本債券，當損失吸收機制被觸發時（詳見11頁圖表）
，受償順序僅排在普通股之後，及ii)擁有無限存續期，有可能於發行日滿5年後可認購期權。認購
期權及（非累積型）票息支付的執行均由其發行人酌情决定，但可分配利潤不足時則由監管機構
（央行）酌情决定。如發生PONV，AT1銀行債可吸收因面值貶值而産生的任何損失（如是部分
和/或暫時貶值，則適用較寬鬆條款。同樣地，如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Common Equity Tier 1
，簡稱CET1）跌破發行時規定的下限（通常是5.125%或7%），則適用債轉股或减損索償的合同
條款。應急可轉債券的風險及特徵詳情，請參閱應急可轉債券（ Coco債券）介紹部分。  

• 受限一級資本保險債  

這些債券具有以下特點：i) 從屬地位比較深入，清償順序排在二級資本保險債和三級資本保險債
之後，ii) 永續型，iii)僅可在發行滿五年後由發行人選擇償還或贖回，iv)不允許設贖回獎勵金，v) 
利息取消，a) 可自選：發行人具備全權處理取消非累積性票息的情況，或b) 强制性：取消是因不
符合監管機構資本要求），vi) 當監管機構資本率低於預先設定的觸發水平時，可通過本金减損或
債轉股來吸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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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但尚未到期的金融次級債券 
自歐盟2013年採用《資本要求指令4》4 及《償債能力比率指令2》5 以來，老一代的次級債逐漸從監
管資本中移除。這些次級債可被發行人提前贖回（通過認購期權或交換要約），並逐漸被符合《巴塞
爾協定3》及《償債能力比率指令2》中規定的新償債能力比率標準的發行債所取代。 

• 低級附屬資本銀行債 

這些債券附屬於高級債，屬定期（即，非永續）債券。當發行人破産時，這些債券的清償順序上
排在高級債券之後。低級附屬資本銀行債有到期日（發行時，到期日定爲十年，一般可於發行至
少五年後認購期權），且通常必須有票息。  

• 高級附屬資本銀行債 

這些債券附屬於高級債，存續期不限（即，永續）。即使這些債券無到期日，發行人通常亦可在
債券發行五年後認購期權，如票息未支付（如，酌情支付票息），則通常爲累積票息。  

• 應急可轉附屬資本銀行債 

這些債券屬定期次級債，發行五年後可認購期權。如CET1低於發行時認定的水平，這些債券可
吸收潜在的損失。其風險相比無明確/機械式損失吸收觸發水平的二級資本銀行債高很多。目前，
市場上存在數十只此類型的債券。應急可轉債券的風險及特徵詳情，請參閱應急可轉債券（ 
Coco債券）介紹部分。  

• 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券  

這些混合債券發行於2013年前，特徵如下：i)無到期日，ii)票息支付是可選的，如未支付，則是
累積型的。這些債券正逐漸被淘汰，直至現在才有資格成爲一級資本債券。在2014年至2021年期
間，預期這些債券將以每年10%的速度失去股權。目前，這些債券佔監管資本比重僅約50%。因
此，對於這些債券，可按接近最後已知市場價格認購期權或交換要約。  

• 一級資本保險債 

這些債券仍在發行中（預期將繼續發行至2025 年），且按符合《償債能力比率指令15》及《償債
能力比率指令2》形式。該類債券的贖回須經監管機關批准。這些債券的發行成本低於符合《償
債能力比率指令2》的AT1債。 

4  《資本要求指令4》：指歐盟將《巴塞爾協定3》中的銀行資本充足率及流動性監管要求納入歐洲法律的新指令。 

5   《償債能力比率指令1》/《償債能力比率指令2》/償債能力比率： 《償債能力比率指令1》及《償債能力比率指令2》
適用於保險公司，正如《巴塞爾協定2 》及《巴塞爾協定3》適用於銀行。償債能力比率是指，符合條件的自有資金
水平，使保險和再保險業務能够承擔重大損失，並爲保單持有人及受益人提供合理保證，確保在到期時支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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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但尚未到期的金融次級債券（續） 
• 一級資本固定期限掉期（Constant Maturity Swap）銀行債 

這些債券是銀行及保險公司於2004/2005 年發行的次級債券，票息格式如下： 1至3年，固定高票
息（約6%或7%)，若未行使認購權，則票息會被指定爲長期債券收益率（可參照10年期固定期限
掉期利率）。這一參照是變動的十年期掉期利率，每日都有相同的十年存續期（即，與普通債券
不同的是，整個存續期內不會逐漸消减）。這類似十年期「通用」定息，但在此是變動的。  

這些債券如今被以不良價格交易的原因如下：自2008/2009年爆發金融危機以來，還未行使期權
認購權、長期債券收益率下跌導致票息低、金融危機造成未支付（及非累積）票息。發行人往往
不會認購其所發行的債券，除非利率顯著上升（這種情況仍不太可能發生在歐元區）。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銀行已經認購了部分期權，首先是交換要約（按接近市場價格），但這仍是非常不
確定的情況，且取决於市場條件。  

這些次級債券中部分債券的票息結構近似「陡峭型」。換句話說，票息在頭幾年是固定的，認購
之後則開始變動（只要不行使期權認購權），並且是基於利率曲綫的陡峭來計算的。  

這些債券的流動性非常低，因爲機構投資者通常對利率變動的債券無投資意願。這是屬利基次級
債券市場（通常以歐元計價，但也有二級或三級資本的以美元計價），目前這種類型的債券在市
場上僅有約2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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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場慣例，金融刺激債券的到期收益率是在首個認購日期計算的，因爲在實際操作中，發行人同
時亦可按發行原價（100%）贖回債券（溫馨提示，首個認購日是發行日起至少五年後）。但是，在
首個認購日亦可能因以下原因而出現認購權未被行使的情況 i)發行人遭遇財務困境，需現金以償還
這些債券持有人，或發行人未獲監管機構批准行使認購權，ii)出於經濟的原因，取决於更換投資工具
的成本是否高於接近其認購日的投資工具成本。市場制裁通常意味著問題債券會下跌（約10%），
同時亦會令發行人的市場聲譽俱損。這些情況一般極少發生，除非出現環球經濟危機。  

未支付票息的情況亦不常見。未支付票息可能只是發行人自行决定的（如當票息是全權委托的，一
級資本及AT1債券就會如此），或是被監管機構取締。未支付票息對發行人有損害，因爲這樣以後
就很難在債券市場立足，而且立足的成本會更高（信用利差更高）。此情況發生後，債券價格通常
會跳水。發生這種情況的債券通常是已經被歸於次級投資級別類型的債券。  

金融次級債券的價格往往在市場受壓時期愈發波動，流動性可能在損失未被吸收之前即消失。此類波
動可能亦會出現在與股市關聯性强勁的時期，如金融次級債券與股票呈正相關關係。 

次級投資級別金融次級債券的損失吸收風險更高。在極端情況下或發生新一輪金融危機時，可系統性
應用自救6法律，正如2017年6月一家西班牙銀行的案例。一級資本/AT1債權人將首當其衝：無法行
使期權認購權、無法支付票息、債券票面價值（部分/全部和/或暫時/永久）减少。最後，就得取决於
二級資本債券持有人是否會支持發行人（如必要），以防止發行人徹底違約。這些情況可能會導致
AT1和二級資本債券的價值减損，或者致使其轉換成象徵數額（接近爲零）的股份。 

金融次級債券實踐 

6  「自救」立法源於歐洲BRRD，法國於2015年8月20日通過2015-1024號法令，將其寫入法國法律，規定股東及債權
人亦須承擔損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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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A 銀行B 銀行C 

利差 (基點) 評級 利差 (基點) 評級 
利差 (基

點) 評級 
高級債券 +80 A / A1 +80 A/A2 +159 BBB/Baa1 
非優先高級債券
（三級資本） +128 A-/Baa2 +121 BBB+/Baa3 - - 
二級資本債券 +175 BBB+/Baa2 +179 Baa3 +266 BB/Ba1 
Coco AT1債券 +450 BBB-/Ba1 +519 Ba2 +654 B+/Ba3 

保險公司A 保險公司B 保險公司C 
利差 (基點) 評級 利差 (基點) 評級 利差 (基點) 評級 

高級債券 - A +185 Baa2 +97 A- 
三級資本債券 +152 BBB+/Baa2 - - - - 
二級資本債券 - - +301 Baa3 - - 
一級資本債券 +287 BBB+ +394 Baa3 +434 BBB- 

資料來源：彭博利差數據 –2017年5月14日 
過往表現並不保證未來結果。 

高收益債券評級 評級 = 標準普爾/穆迪 

新增債權人層級 

總損失吸收能力
合格負債 

有擔保負債 

定期存款 ≤ 10萬歐元 

小微公司及個人存款 ≥ 10萬歐元 

優先高級債權人 

非優先高級債權人 

二級資本次級債權人 

Coco及AT1高度次級債權人 

CET1 

範例：法國的銀行債務 – 債權人等級 

不同類型次級債券的信用利差7區別範例 

自
救
 

7 利差 = 相對投資期相同的德國政府債券（歐洲的參照證券）的信用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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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的情況:  

1. 對於可贖回債券：票息已支付，且期權認購權已於首個認購日行使。 

2. 對於有到期日的不可贖回債券：票息已支付，並於到期日贖回。 

3. 直至認購或贖回日前，波動較小。 

4. 債券價格因發行人財務狀况提升和或長期債券收益率下跌而出現上漲。 

 

利淡的情況: 

1. 期權認購權未於首個認購日行使，意味著發行人認購債券有困難（這種情況下，價格
可能下調10%）。 

2. 票息未支付。這種情況比第一種更糟，因爲這凸顯了發行人的實際困難，而且還可能
造成聲譽受損風險。 

3. （部分/暫時）損失會導致票面價值减少。  

4. 債券價格因與股市（股市崩盤）的關聯或與因以上列出的利淡事件之一而暴跌。 

 

最差的情況:  

1. 利淡情況不斷累積，完全及徹底的損失吸收（導致債券减記或債轉股，可能令票面價
值化爲零）。 

2. 當監管資本（普通股權一級資本）低於額外一級資本下限(一般低於5.125%或7%)時，
合同損失吸收機制被觸發，將導致債券减記，或者完全且徹底轉換成股權（不適用較
寬鬆條款）。當發生PONV時，損失吸收機制亦適用。 

3. 一隻不再支付票息的債券（含非累積票息）未被贖回，無到期日，且最終有可能變得
毫無流動性。 

情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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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級債務風險  

次級債（亦稱爲初級債）是指一項排名低於其他債權的債權。如發行人違約或發生無法存續事件
，次級債的債權人清償發生在高級債持有人完全受償及工資和稅務都結清後。  

• 損失吸收風險 

這些產品有被減記或轉換成普通股的風險（視情況而定）。根據《巴塞爾協定3》規定，銀行一
級資本及二級資本必須含損失吸收機制（股權轉換或初始索償撇减），在PONV被觸發。清償順
序取决於不同資本及融資緩衝工具的從屬等級。若損失吸收機制在發生PONV時被觸發，該等產
品的投資者可能承受重大損失。  

• 取消支付票息風險 

額外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及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均存在取消支付票息風險。根據發行人酌情處理
或監管機構要求，額外一級資本、一級資本及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投資者可能不會收到票息，或
只收到部分票息。例如，額外一級資本而言，票息支付在下列情況下需取消：如i)發行人分配資
源不足，ii)未滿足綜合資本緩衝要求，及iii)票息支付額超過最大可分配金額。如出現違約，未支
付票息將永遠失去。  

銀行二級資本債的票息支付不存在取消風險。  

自2016年1月起，市場開始採用不同的比率（包括綜合資本緩衝要求），且將於2019年前逐步落
實。投資者可能收不到票息、或不得不放弃其索償、或債轉股等風險，現如今發生的幾率比以往
更大。  

• 期權認購權未在首個認購日行使的風險 

額外一級資本和二級資本債的期權認購權可能因爲經濟或監管原因被行使。發行人須事先向監管
機構申請行使認購的批准，且攤銷後的資本結構須始終高於最低資本要求。  

• 發行人風險 

i)完全理解發行人困境程度（因爲存在不可預見情況），ii)瞭解認購期權的結果、票息及所持債券
的票面價值，iii)决定發行人（在發生PONV或之前）正處於（自救）程序的哪個階段，均存在難
度且透明度較低。  

• 波動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金融次級債券往往更加波動，因爲其與股市高度相關，且對於會計損失、大型撥備等負面頭條新
聞高度敏感。這些債券可能迅速失去價值且變得流動性不足。 

特定風險因素 
金融次級債券屬擁有特定特徵的複雜債券，面對下列特定風險及與債券投資相關的一般風險，如按市
值計價風險、貨幣風險、信用風險等。與債券相關風險詳情，請參閱一般風險因素部分。 

與金融次級債券相關的特定風險如下： 



第二部分:  
 
應急可轉債券（Coco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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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債券一般分爲以下幾類： 

 

銀行應急可換股額外一級資本債券（簡稱爲「銀行Coco AT1債券」）  

• 附屬於高級債及二級資本債券；  

• 如啓動損失吸收機制，排名僅在普通股之後； 

• 通常無到期日，發行五年或十年後可予認購期權。行使期權認購權及支付（非累積）票息可由發
行人酌情决定，但可分配利潤充足時，須獲監管機構批准；    

• 如觸及PONV觸發水平，可通過票面價值貶值來吸收損失（如爲部分和/或暫時貶值，則適用較寬
鬆條款）。同樣，亦有合約條款規定，如CET1跌破發行時所規定的下限(一般爲5.125%或7%) 水
平，則須進行債轉股或撇减索償。  

 

銀行應急可換股二級資本債券 

在CET1跌破預先規定的界限水平時，具有明確損失吸收觸發水平的銀行應急可換股二級資本債券
（主要發行於2012及2013年）很少。   

  

保險公司受限一級資本（簡稱RT1） 債券  

保險公司RT1債券屬在《償債能力比率指令2》中規定的比率跌破預先設定的界限水平時具備明確損
失吸收觸發水平的債券。 

應急可轉債券亦稱爲「Coco」或「Coco債券」，屬混合債券－股票工具，內含條款規定，在觸發
事件發生時，該債券須撇减價值或轉換成普通股。即使發行人仍持續經營（即，無法存續之前），
這些債券一般仍會吸收損失。  

此類觸發因素可能包括達到要求的資本比率的某個界限，或「無法存續」觸發因素（如，未能如期
償債）。如始終未達到觸發水平，Coco債券即屬常規債工具，可看作是銀行（或保險）次級債或
額外一級資本，前提是須獲得相關監管機構批准。 

何爲應急可轉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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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失吸收機制 

若觸及預定的資本觸發水平，或就結合多重觸發水平的組合（多重觸發水平）而言，損失吸收機
制將被啓動。Coco債券可透過兩種方式幫助支持發行銀行的股權：一是轉換爲股票；二是永久或
暫時地撇减全部或部分本金。   

許多Coco債券均採用永久撇减全部本金的機制，意味著永遠失去所有本金並無法逆轉上調金額。
透過短暫减低本金額，並具「調高」本金機會的方式，或債轉股來逐步吸收損失的機制在市場上
更常見。但是投資者需注意轉換價，有可能對投資者不具優勢。  

• 觸發水平（即觸發損失吸收機制啓動的界限） 

在發行Coco債券時，銀行會設定一個正式的觸發水平或一組觸發水平，而有關水平大部分情況下
將與核心一級資本比率（CT1）及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CET1）8挂鈎。若觸發水平源於財務
報表，則觸發水平可能已隨時被觸及，甚至早於監管機構的指示或銀行的酌情决定。鑒於存在多
項觸發事件或若干不同實體（集團母公司與上市子公司水平）設定不同的觸發水平，在監察有關
比率方面可能甚爲困難。  

• 無法存續事件（PONV） 

除了具有明確的觸發點外，無法存續事件觸發水平有助監管機構决議是否有必要啓動損失吸收機
制，以防止發行銀行破産。  

• 提早贖回條款 

提早贖回時，Coco債券可因監管目的（例如不符合AT1的資本資格、當地監管規定出現變動），
或因稅務原因而被償付。贖回價可能通常按面值設定。 

• 流動性 

Coco債券市場相對較新，鑒於Coco債券是最年輕的固定收益（或固定收益等價物）證券，其流
動性往往在市場受壓時期極差。  

• 評估公平價值 

Coco債券性質各異且複雜，因此選擇證券及評估其公平價值十分困難。 

8  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CET1）與核心一級資本比率（CT1）：上述比率用以量度銀行的償債能力，以核心股本（股東
股本、溢價和儲備）作爲分子，並以風險加權資産作爲分母。CT1已列載於財務報表，但並無一個明確界定的監管基礎。
CET1是巴塞爾協定3審慎規例中的一個新股本概念，將取代CT1， 並附有14項標準，以界定在核心股本範圍內的票據
（即最高資本類別）。混合型證券並不包括在內。自2013年起，混合型證券償債率的不合資格性於10年內攤分。   

Coco債券常見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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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時的緩衝距離（或觸發緩衝）及在債券期限內可擴大該距離：就評估Coco債券的風險來說，
本分析甚爲關鍵。例如，觸發水平爲5.125% 較觸發水平7% 安全，因爲基於其當前CET1，發
行人不得不發布更大的損失來啓動損失吸收機制。 

• 與傳統的債券或現有的Coco債券相較，本Coco債券所提供的票息和額外收益分析：Coco債券
通常具有較高的票息，並爲投資者所承擔的額外風險提供極佳的報償。許多投資者認爲，只要
收益率差維持在比傳統債券高很多的水平且發行銀行財務穩健，這些債券即能維持吸引。 

• 清償排序：傳統上來說，清盤時，持債券工具的投資者排在普通股股東之前，且可預期收到較
普通股股東更高的償付。而Coco債券持有者將與股東並列（因爲其Coco債券將會被强制轉換
成普通股）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如果發生因只影響Coco債券而不影響普通股的觸發事件而另資
本全部撇减，此種情況下Coco債券實際上是排在普通股股東之後並首先招致損失。 

• 票息風險： Coco債券的票息支付是酌情支付票息且非累積，這意味著跟大部分需强制支付票
息的二級資本證券相比，其風險會更高。  

• 發行評級：值得注意的是，評級機構針對所有發行評級並非採用同一方法。因此，或有Coco 
AT1債券的評級較其優先無擔保債券低了4 － 6 個債券等級。 

• 評估發行人的風險取向：基本因素的定期分析有助投資者量度違約風險，以及銀行的財務穩健
程度與透過保留盈利提高資本的能力。投資者需特別注意評級轉爲「負面信用觀察」或「負面
觀望」的發行人。 

Coco債券估值及風險評估的關鍵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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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債券的特殊目的 

發行Coco債券的主要目的即當發行銀行陷入財務危機時提高其資本，使其能够維持法定資本比率
。在發生財務危機之前，或若未發生觸發事件，Coco債券即是一般債券工具，或可計入發行銀行
的核心資本（須獲相關監管機構批准）。然而，可能亦會有發行銀行或者金融機構在相關利息支
付日未支付利息的情況，此依發行機構全權决定；要預估Coco債券需要債轉股或是導致本金扣减
的觸發事件也極爲困難（例如，一般會定期公布資本比率，觸發事件可能要視適用法律和法規的
主觀認定和改變，具體而言，法規上將Coco債券視爲特定形態的資本）；還有其他幾個發行機構
無法掌控的要素。此外，在觸發事件發生的情況下，要評估投資人可能承受的任何損失亦極爲困
難。因此，投資者須： 

• 在投資Coco債券時，須具備充足的資金來源和流動性，以承擔所有可能的風險，包含償還本
金和利息支付的貨幣不同於投資人的基準貨幣； 

• 就本身的特定財務狀况，取得適當的分析工具及知識，以針對Coco債券做投資評估，並衡量
投資Coco債券對本身的整體投資組合有何影響； 

• 全盤瞭解Coco債券的發行條件（尤其是相關比率的計算，及突發和其他事件的確認），並應
熟悉相關金融市場的行爲、資本比率如何運用及發行機構的金融和法規定位（以及每事件
Coco債券的潜在衝擊）；及 

• 評估（不論是獨自或尋求金融投資顧問的協助）經濟、利率和其他可能影響投資的要素，以
及承受適當風險的能力。 

• 未違約的本金虧損 

當發生觸發事件時，在債券未違約的情況下，可能會有强制性和累積性的利息遞延及本金减損（
詳情請參閱個別Coco債券的公開說明書）。投資者可能損失Coco債券所有的票息支付及本金。  

• 損失吸收事件風險 

若出現損失吸收事件，投資者可能以兩種方式承受重大損失：一是被迫由債權持有轉爲股權持有
，二是永久或暫時撇减全部或部分本金。 

與Coco債券相關的特定風險如下： 

Coco債券屬高風險複雜債券，面對下列特定風險及與債券投資相關的一般風險，如按市值計價風
險、貨幣風險、信用風險等。與債券相關風險詳情，請參閱一般風險因素部分。 

特定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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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發風險（啓動損失吸收機制的預設門檻） 

銀行發行Coco債券時，會設立一個正式的觸發水平，或一組連結不同指標的觸發水平，如CT1及
CET1。雖然觸發水平通常會定期觀察和計算，但事實上，會隨時因監管機構的指示或發行機構
的酌情决定而觸及。由於觸發水平的複雜性，如連結多項觸發事件的觸發水平，或一組連結數個
不同實體的觸發事件，包括集團母公司及上市子公司，因而監督比率可能有點困難。除了明確的
觸發點外，Coco債券的發行條件通常包含發生PONV的損失吸收，此時，適當的清算主管機關决
定發行機構是否符合清算條件，或决定發行機構無法存續，除非相關的資本工具被打消或受大衆
的强烈支持；若沒有大衆如此强烈的支持，適當的主管機關則决定該機構不再存續。 

• 次級風險 

若發行人違約或發生PONV，Coco債券持有者的順位可能與股東相同，或者實際上排在普通股東
之後（即發生僅影響Coco債券而非股份的觸發事件時，此類持有者將首先蒙受損失）。Coco債
券的投資者可能因此蒙受重大損失。 

• 公平價值評估的困難度 

Coco債券性質各異且複雜，不適用傳統的評估方式，導致在評估Coco債券的公平價值上有難度
。 

• 再投資風險 

當提早贖回事件發生時，Coco債券得因監管目的（例如不符合AT1的資本資格、當地監管法規要
求變動）或稅務理由而被償付。在到期日前，贖回價可按面額，投資者可能找不到與被贖回的
Coco債券提供類似條件的發行債券。 

特定風險因素（續） 



第三部分：  
 
銀行非優先高級債券（三級資本） 

及銀行控股公司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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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範圍 

歐元市場發行三級資本債券，是因監管機關針對銀行設定了限制，要求其支撑資本。  

2008-09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國際監管機構（金融穩定委員會及20國集團）决議，銀行應具備自
身緩衝資本以吸收損失。這些緩衝資本可預防風險，以保護這一期間大力幫助銀行擺脫困境的納
稅人。如今，「自救」更受青睞（詳參2015年自救規定）。  

既而，金融穩定委員會（監管並對環球金融系統提出建議的國際機構）設立了一個比率：即經20
國集團批准的總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 簡稱TLAC）。該比率規定了銀
行在危機發生時吸收金融損失的能力。 緩衝措施包括資本及相似工具，佔風險加權資産（risk-
weighted asset, 簡稱RWA）總額的16%，遠高於《巴塞爾協定3》中規定的8%的水平。這一資
本緩衝將於2022年上調至18%。 

TLAC比率須於2019年1月1日（最早）至2022年期間，由世界30家被視爲對環球銀行體系至關重
要的銀行（包括法國巴黎銀行）予以實施。  

 

• 歐盟範圍 

歐盟亦决議採用其自有的方式來吸收損失：合格負債最低比率(Minimum Ratio of Eligible 
Liabilities，簡稱MREL)，該比率仍需調整，歐洲監管機構正在努力調整解救整個歐洲銀行的措施
。該比率在TLAC標準的基礎上增添了新的規定，即吸收損失的緩衝所含必要組成部分的規定。 

 

• 在法國 

法國反腐法規「Sapin 2」於2016年12月10日頒布，授權法國銀行在需要時發行可吸收損失的新
債券（自救）。  

這些債券亦被稱爲非優先高級債券(NPS)或三級資本債券，並被用作另一金融危機發生時的額外
的損失吸收緩衝，以確保納稅人不必獨自承擔解救銀行的成本。 

非優先高級債券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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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機制 

這些緩衝可保障損失吸收，將由CET1工具、混合資本工具（AT1及舊制一級資本）、其他次
級債（二級資本、低級附屬資本，高級附屬資本）、以及某些相較其他負債在結構上比較初級
的高級債證券（新增的三級資本債券）。損失承受大小則是根據銀行關於這些債券的優先性而
定（即，風險最高者將首先承擔損失）。  

如銀行面臨重大困難（爲避免破産及業務得以延續），銀行的資本將首當其衝。下一階段即是
，AT1的票息無法支付。最後，承擔損失的順序將根據排序結構，從AT1至三級資本，取决於
將被分配的損失額度。  

 

• 關注法國三級資本債權：非優先高級債券 

這些債券擁有高級債的地位，但却比傳統高級債風險更高，被視爲「初級」高級債券，因爲發
生違約時，償債順序排在傳統高級債之後。  

這些債券並未取代高級債，但構成債權人等級中的一個新層級。將高級債券「初級化」（德國
選擇的解决方案）並無追溯效力，因爲三級資産債券是高級債的新類別。  

要符合TLAC/MREL，三級資本債券剩餘到期期限須爲一年。因此，如今發行的三級資本債券
若要於2019年1月1日獲得，則須最早於2020年後到期。  

這些工具在標準普爾的排名平均比高級債排名低2個債券等級（在法國巴黎銀行僅低1個債券等
級）。在穆迪，評級則比高級債排名低3個債券等級。 

這些債券的信用利差比同一發行人發行的高級債收益率平均高出60個基點。 

這些債券亦無認購期。 

非優先高級債券的出現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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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好情況 

票息已支付，且資本於到期時償還。 

• 利淡情況 

發行人遭受的損失未完全影響三級資本；三級資本債券的名義額僅减少。仍支付票息
但却是基於較低的名義值。到期時，受償的是附屬資本。  

• 最差情況 

票息及資本均未償還。 

新增三級資
本債 

TLAC 
合格證券 

中小型企業及家庭定期存款 

存款 > 10萬歐元  
中小型企業及家庭 

企業存款 > 10萬歐元  

高級無擔保債 

非優先高級債（三級資本） 

其他次級債券  
(二級資本、低級附屬資本、高級附屬資本）  

AT1（Coco債券）及舊制一級資本債 

CET1  

範例說明：法國的銀行債務 – 債權人等級 

可能出現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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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損失吸收債券 
總損失吸收能力 (TLAC)及自由資金與合格負債最低要求(MREL) 

按時間順序而言，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先於合格負債最低比率(MREL)引入。MREL是一個廣
泛的自救標準，《銀行復蘇與清算指令》將之應用於於所有歐盟銀行，自2016年1月起生效。
相比之下，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屬於環球標準，僅適用於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它是
由金融穩定委員會提出，並於2015年11月在一份「條款單張」中定義，旨在確保環球系統重要
性銀行擁有足夠的股本及自救債券以將損失轉嫁給投資者，並將政府紓困的風險降到最低。 

作為TLAC的工具須能夠被減記或轉換成股權，以便在實體通過決議的過程中對其資本進行重組
，因而不容易受到法律挑戰。有資格被視為TLAC持有的證券包括普通股、次級債及一些高級債
。它們必須是期限至少一年的無擔保債務。 

除了個別歐洲國家的高級非優先票據，其他環球銀行通常使用銀行控股公司發行TLAC債券。有
此類安排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及加拿大。儘管許多國家尚未建立此等安排，但我們相信，更
多國家將採取銀行控股或高級非優先債券（低次高級債券）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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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優先高級債券相關的特定風險如下： 

• 非優先高級債券（三級資本）屬複雜投資工具，可能不適合某些投資者。 

• 非優先高級債券屬新型投資工具，因而尚無交易歷史。 

• 非優先高級債券持有者通常在發行人破産或清算時，面對更高的信用風險（與優先高級債券及
其他高級負債相比）及更高的失去本金與票息的風險。為確保銀行有足夠的自救債券，損失吸
收延伸至個別高級無擔保債券，包括某些國家的銀行非優先高級債券及銀行控股公司高級債券
。 

• 非優先高級債券可能無明確違約事件，因此損失吸收可於任何違約事件發生之前的PONV時發
生，投資者在此種情況下可能蒙受重大損失。 

• TLAC與MREL的關係及差異仍不確定。 

• 預期，一家或多家信用評級機構對非優先高級債券的信用評級將低於發行人，意味著發行人破
産時，該債權人承受損失的風險增加。 

特定風險因素 
非優先高級債券及TLAC銀行控股公司債券屬含特殊特徵的複雜債券，面對下列特定風險及與債券
投資相關的一般風險，如按市值計價風險、貨幣風險、信用風險等。與債券相關風險詳情，請參閱
一般風險因素部分。 

與TLAC銀行控股公司債券相關的特定風險如下： 

• TLAC銀行控股公司債券屬複雜投資工具，可能不適合某些投資者； 
• TLAC銀行控股公司債券持有者通常在發行人破產或清算時，面對更高的信用風險及更高的損

失本金與票息的風險。為確保銀行有足夠的自救債券，損失吸收延伸至個別高級無擔保債券，
包括某些國家的銀行非優先高級債券及銀行控股公司高級債券。 

• 非優先高級票據可能無明確違約事件，損失吸收可於任何違約事件發生之前的PONV時發生，
投資者在此種情況下可能蒙受重大損失。  

• TLAC與MREL的關係及差異仍不確定。 

• 預期，一家或多家信用評級機構對TLAC銀行控股公司債券的信用評級將較低，意味著該銀行
控股公司破産時，該債權人承受損失的風險增加。 



 
一般風險因素 

27 金融次級債券、應急可轉債券及銀行非優先高級債券 



28 金融次級債券、應急可轉債券及銀行非優先高級債券 

存在失去全部本金的風險。 

投資者不應將所有債券視爲無風險産品，債券（包括普通債券）持有人受下列各種風險影響： 

信用風險 
債券投資或債券相關的證券投資面對信用風險。信用風險是指借款人（債券發行人）未履行義務
（即，在贖回日支付本金和／或利息）而帶來的債務違約風險。發行人的信用品質及證券價值可能
受到以下因素的負面影響，包括但不限於經濟與政治環境，或發行人（和／或擔保人）的財務狀况
的變動。此外，應值得注意的是，評級機構給予的信用評級概不保證發行人的償債能力。 

信用評級 
若可能的話，投資者應檢視發行人的信用評級，包含由兩大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與標準普爾）給出
的評級。透過這些評級可大致衡量發行人償債能力及會引起産品價值波動的履行義務能力。但是，
此類評級僅爲評級機構的觀點，並非信用品質的絕對保證。此類評級可能在任何時候及隨時由給予
評級的評級機構予以修改、中止或撤銷，這恐將對市場債券價格造成利空影響。債券的價值有可能
因發行人信用評級被下調而下滑。在任何情況下，投資者須就投資的合適性做出自己獨立的判斷。 

國家風險 
政治局勢、政府政策變動、稅制、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及發行國法律及法規的其他發展，可影響債券
的價格及流動性。政治嚴重不穩定可能引發內戰或工業停擺等事件。國際債務（新興市場或非新興
市場）延伸至一個或多個國家，同時，經濟及政治方面的考量（如，匯率、貨幣貶值、通脹、貨幣
政策限制或變動、及特定國家的利率）皆會影響投資者决議是否購買這些債券。此外，由於發行人
或其關聯公司可能在國外設立或開展業務，當發生違約時，投資者可採取的法律補救措施會/可能會
受到嚴重限制。新興市場債券可能面對更高的政治、經濟及法規變動風險。相比由非新興市場借款
人發行的債券來說，此類産品可能更加波動且流動性更低。  

利率風險 
債券更易受到利率波動的影響，通常利率上升，則債券價格會下跌。利率變動會影響投資者投資的
表現。當長期利率上升時，資本價值可能會下降。一般而言，期限較長且對利率敏感度更高的證券
面對的風險亦更高。 

貨幣風險 
債券以各種不同貨幣發行。其中一些貨幣可能無法自由轉換。結匯或貨幣價值大幅波動可能衝擊債
券的流動性，或導致債券價格出現重大變動。一般而言，匯率波動可能對債券的投資回報率造成利
空影響。 

價格透明度 
不同於其他上市證券，債券主要在場外交易(OTC)，即透過經紀商在自營商市場交易，因此價格查
詢（即透明度）相對較低。 

二級市場及流動性風險 
一些投資可能並無活躍的二級市場。投資者應做好持債券直至到期日的準備，因爲於到期日前沽售
這些投資可能會有困難或不可能。即使債券已上市，亦不能保證能開發活躍的交易市場或得以持續。
如債券市場欠缺流動性，則會給債券價格造成利空影響。投資者應願意預期債市可能無限期缺乏流
動性。未上市投資産品到期前平倉可能十分昂貴且可能在到期前造成重大損失。 

一般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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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值計價風險 
債券的市值預期將會因多種因素而大幅波動，包括但不限於金融、政治、經濟及其他事件以及發行人
的表現水平、利率及剩餘到期時間。尋求到期日前沽售債券的投資者可能面對以大幅低於原始購買價
格的現行市值出售。 

發行人可贖回債券 
可贖回債券可以贖回，當發行人於債券到期前行使贖回權時，投資者將面臨再投資風險。 

含酌情支付票息、利息支付可變/遞延條款或可延長到期日的債券 
部分債券含酌情支付票息、利息支付可變和/或遞延條款。任何此類債券的投資者所收到的利息款項數
額和時間可能面對不確定性，或者，投資者可能不會收到任何票息。 
部分債券到期日可延長，投資者無法獲得本金償付的確切日程。 

次級債券 
投資者須注意與債券相關的信用信息及其「次級」性質的影響。投資者亦應注意，次級債券持有人在
發行人清算時受償順序靠後，因而將承擔比高級債券更高的風險。 

投資高收益債券的風險 
高收益債券爲次級投資級別債券及未評級債券。高收益債券的發行公司可能存在很高的利息和/或本金
償付違約風險。投資者面對債券投資的一般風險，同時亦面對以下風險： 
信用風險更高 – 高收益債券的評級通常低於投資級別，或屬未評級債券，因此經常面對更高的發行人
違約風險。 
深受經濟周期影響 – 經濟下行時，此類債券價值通常比投資級別債券跌幅更大，因爲投資者的風險厭
惡情緒更高，而違約風險增加。 
投資者應瞭解，高收益債券通常比投資級別債券的風險更高，因此往往違約風險及價格波動性亦更高。 

永續債券 
投資者應注意，永續債券無到期日，且根據發行條款及細則，票息支付可遞延或甚至暫停。此外，由
於永續債券通常爲可贖回債券和/或次級債券，投資者應注意再投資風險，和/或（發行人清算時)償還
順序較後（視情況而定）。 

金融債券（與金融業相關的債券） 
投資可換股或可交換金融債券時，投資者會面對股票及債券投資風險。具備應急减記或損失吸收特徵
的債券，在觸發事件發生時，可能全部或部分减記或轉換成普通股。一些金融債券（包括次級或甚至
高級債券）儘管未被市場劃分爲具有明確資本觸發損失吸收的Coco債券，但亦可能有損失吸收特徵，
包括 (1) 發生PONV具備合約損失吸收的債券，(2)發行國擁有法定自救措施的債券，和/或(3)發行國
法律規定到期前進行自救的債券。次級債券持有者發行人清算時的受償順序靠後，因而承擔的風險比
高級債券持有者更高。 
 
利益衝突 
任何投資産品或交易的相關方、其投資專業人士和/或其聯營機構的整體投資活動可能導致各種潜在和
實際利益衝突。具體而言，交易對手/發行人/提供商或其聯營機構可能提供/管理其他投資工具，其利
益可能與閣下的投資在該投資産品或交易中的利益有所不同，或者當本産品的交易對手/發行人是法國
巴黎銀行或其相關實體或聯營公司，法國巴黎銀行可能亦爲同一産品之分銷商、擔保人、計算代理人
和/或安排人。  

 

一般風險因素（續） 



本文件由法國巴黎銀行，透過其新加坡分行在新加坡提供，並
由法國巴黎銀行，透過其香港分行在香港提供。法國巴黎銀行，
透過其香港分行為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的持牌銀行，及《證
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例第571章）所指的註冊機構; 於香
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註冊, 獲准進行
第1，4,6及9類受規管活動（證監會中央編號：AAF564）。法
國巴黎銀行，透過其新加坡分行為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監管的
持牌銀行。「法國巴黎銀行財富管理」乃法國巴黎銀行營運之
財富管理業務之名稱。 

本文件僅供一般參考，不應用作訂立任何特定交易的參考。閣
下不應對本文件的資料和意見加以依賴，亦不應用以取替閣下
的任何決定或尋求獨立專業意見(如不論是財務、法律、會計、
稅務或其他意見)的需要。本文件不擬作為進行買賣或訂立交
易的要約或游說。此外，本文件及其內容不擬作為任何類別或
形式的廣告、誘因或聲明。法國巴黎銀行保留權利（但並無責
任）隨時在不發出通知的情況下更改本文件的資料，而且，除
非適用於閣下帳戶的條款及條件第6.5條另有規定，否則法國
巴黎銀行毋須對有關變動所引致的任何後果負責。 

本文件所載資料僅擬作討論用途，若投資者決定進行有關交易，
將受制於有關交易的最終條款所約束。交易的最終條款將載於
條款清單、適用條款合同和／或確認書。另請參閱本行收費表
中有關費用、收費及／或佣金的披露及其他重要資料。 

儘管本文件提供的資料和意見可能取自或源自被視為可靠的已
發佈或未發佈的來源，而且在擬備本文件時已採取一切合理審
慎的措施，但法國巴黎銀行並無就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
明示或隱含的聲明或擔保，而且，除非適用於閣下帳戶的條款
及條件第6.5條另有規定，否則法國巴黎銀行毋須就任何不確
資料、誤差或遺漏承擔責任。本文件所載的所有估計及意見構
成法國巴黎銀行在截至本文件刊發日期的判斷，而所表達的意
見可予更改，毋須另行通知。本文所載資料可能包含前瞻性陳
述。「認為」、「預期」、「預計」、「預測」、「估計」、
「預估」、「有信心」、「具信心」等字詞和其他類似用語亦
旨在表明前瞻性陳述。此等前瞻性陳述並非歷史事實，而是法
國巴黎銀行根據當前可用資料所建立的現行信念、假設、預期、
估計和預測，並包括已知和未知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此等前瞻
性陳述並非未來表現的保證，並附帶各種風險、不確定因素和
其他因素，部份無法控制及難以預估。因此，實際結果可能與
此等前瞻性陳述所表達、暗示或預測顯著有別。投資者應自行
獨立判斷任何前瞻性陳述，並自行諮詢專業意見以理解該等前
瞻性陳述。法國巴黎銀行概不保證更新有關前瞻性陳述。當投
資者考慮關於產品／投資表現的任何理論歷史資料時，投資者
應注意有關過往表現的任何提述不應被視為未來表現的指標。
法國巴黎銀行並無就任何投資／交易的預期或預計成效、盈利
能力、回報、表現、結果、影響、後果或利益作出任何擔保、
保證或聲明。除非適用於閣下帳戶的條款及條件第6.5條另有
規定，否則法國巴黎銀行集團公司或實體概不會就使用或依賴
本文件或所提供的資料的任何部份而直接或間接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結構性交易為複雜的交易，可能涉及的損失風險甚高，包括可
能損失所投資的本金。若本文件所述的任何產品是涉及衍生工
具的結構性產品，除非閣下已完全了解並同意接受所有風險，
否則閣下不應對該產品進行利投資。若閣下對任何產品／交易
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各投資者／認購方在訂立任何一項交易前，應充份了解產品／
投資的條款、條件及特點，以及訂立交易／投資的風險和優點，
並在作出投資前諮詢其本身的法律、監管、稅務、財務及會計
顧問。投資者／認購方應充份了解有關投資的特點，而且具有
承擔投資損失的財力，和願意承擔有關風險。除非另有明確書
面協定，否則(a)若法國巴黎銀行無向投資者／認購方游說出
售或建議任何金融產品，其於任何交易中均非以財務顧問的身
份為投資者／認購方行事，以及(b)無論如何，法國巴黎銀行

於任何交易中均非以受信人的身份為投資者／認購方行事。 

在本文件刊發之前或之後，法國巴黎銀行及／或它的聯繫人或
關連人士可能或經已為其本身進行有關本文件所述的產品或任
何相關產品的交易。在本文件刊發當日，法國巴黎銀行、它的
聯繫人或關連人士及彼等各自的董事及／或代表及／或僱員可
能就本文件所述的產品，或以該產品為基礎的衍生工具購入坐
盤交易持倉，並可能持有長倉或短倉或其他權益，或進行莊家
活動，及可能隨時在公開市場或其他市場以主事人或代理或市
場莊家的身份購入及／或沽售投資。此外，法國巴黎銀行及／
或它的聯繫或關連人士在過去十二個月內可能擔任投資銀行，
或可能已向本文件所述的公司或就本文件所述的產品提供重要
的意見或投資服務。 

本文件屬機密性質，並僅擬供法國巴黎銀行、它的聯營公司、
其各自的董事、高級職員及／或僱員和本文件的收件人使用。
在未獲得法國巴黎銀行的事先書面同意前，本文件不可由任何
收件人向任何其他人士派發、發佈、複製或披露，亦不可在任
何文件中引用或提述。 

香港﹕本文件由法國巴黎銀行，透過其香港分行在香港派發。
本文件在香港僅派發予專業投資者（定義見《證券及期貨條例》
（香港法例第571章）附表一第一部）。本文件所述的部份產
品或交易在香港可能未經許可，及不可向香港投資者發售。 

新加坡﹕本文件由法國巴黎銀行，透過其新加坡分行在新加坡
僅派發予認可投資者（定義見新加坡法例第289章《證券及期
貨法》），並不擬向並非認可投資者的新加坡投資者派發，而
且不應向任何該等人士傳送。本文件所述的部份產品或交易在
新加坡可能未經許可，及不可向新加坡投資者發售。 

除非適用於閣下帳戶的條款及條件第6.5條另有規定，否則本
文件的資料僅供擬定收件人傳閱，不擬作為向本文件的收件人
提供的建議或投資意見。本文件的收件人在作出購買或訂立任
何產品或交易的承約前，應就產品或交易的合適性（經考慮收
件人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狀況和特別需要），以及有關產品
或交易所涉及的風險，諮詢其本身的專業顧問的意見。 

請注意，本文件可能與法國巴黎銀行作為發行人的產品有關，
在此情況下，本文件或本文件所載資料可能由法國巴黎銀行作
為產品發行人的身份編制（「發行人文件」）。當發行人文件
由法國巴黎銀行，透過其香港分行，或由法國巴黎銀行，透過
其新加坡分行，以分銷商的身份提供給閣下時，亦受制於法國
巴黎銀行財富管理適用於閣下賬戶的條款及條件第6.5條所約
束。如發行人文件的條款與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適用於閣下
賬戶的條款及條件第6.5條之間存在任何不一致，概以後者為
準。 

一般而言，請注意:任何投資產品或交易所涉及各方、其投資
專業人士和/或其聯營公司的整體投資活動或角色，可能會導
致各種潛在和實際利益衝突。具體而言，交易對手/發行人/提
供商或其相關實體或聯營公司可能提供或管理其他投資，其利
益可能與閣下在該投資產品或交易中的投資利益有所不同；或
當產品交易對手或發行人是法國巴黎銀行或其相關實體或聯營
公司時，法國巴黎銀行亦可能是同一產品的分銷商、擔保人、
計算代理人和/或安排人。 

閣下一經接納本文件，即同意受以上限制所約束。 

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含糊不清或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 BNP Paribas (2019) 版權所有。 

 

 

 

 

免責聲明 



Coco債券及金融次級債券（二級資本債券、一級資本債券、舊制一級資
本銀行債券、額外一級資本債券等）（統稱「産品」） 

之交易及投資確認書 

致：法國巴黎銀行（「貴行」）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吾等有興趣投資於本産品並可能就本人/吾等於貴行的帳戶中此類投資隨時聯繫貴行。 

• 本人/吾等確認已領取貴行與本産品相關的産品手册（統稱「産品手册」）副本一份以供本人/吾等參閱及保留之
用。  

• 本人/吾等已閱讀並明白産品手册之內容，並已獲以本人/吾等選擇的語言向本人/吾等解釋且接受其內容。 

• 本人/吾等完全接受及承擔涉及産品的任何交易及投資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産品手册中已明示和/或隱含之風險，
本人/吾等亦完全明白採納獨立建議的必要性。本人/吾等同意産品手册不擬作令本人/吾等可靠且充分知悉與産
品相關之任何交易或投資之替代，本人/吾等應對本人/吾等自行選擇訂立或由本人/吾等訂立之本産品任何交易
或投資負相應責任。   

• 本人/吾等聲明，透過訂立産品的任何交易或投資，本人/吾等已出於本人/吾等個人之判斷作此决定。若貴行未
向本人/吾等招攬銷售或建議任何金融産品，本人/吾等確認本人/吾等於此金融産品訂立任何交易或投資之决定
是獨立作出的，且並無參考貴行的任何說明、陳述、或建議，本人/吾等於産品訂立的任何交易或投資應構成貴
行將有權依據之效力的代表及保證，除非貴行另有書面同意（包括貴行就任何全權委托投資組合管理協議或貴
行與本人/吾等訂立的相似文件而同意的任何責任）。本人/吾等同意（無貴行實際書面承諾時），(a)貴行未向本
人/吾等招攬銷售或建議任何金融産時，貴行非本人/吾等任何交易之財務顧問，及(b) 在任何情況下，貴行並非
本人/吾等任何交易之受托人。除非規管本人/吾等賬戶的條款及細則第6.5條另有規定，貴行毋須對本人/吾等的
投資决定負任何責任。  

• 本人/吾等明白貴行不擬將本産品向歐洲經濟區的任何零售投資者要約、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出於這些目的，
零售投資者是指符合以下身份其中之一或多個的人士： (i)《金融工具市場指令2》第2014/65/EU號指令第4(1)條
第（11）項中定義之零售客戶；(ii)《保險調節指令》第 2002/92/EC號指令中定義之客戶，而該客戶部符合)
《金融工具市場指令2》第2014/65/EU號指令第4(1)條第（10）項中定義之專業客戶的資格；或 (iii) 不屬第
2003/71/EC號指令（已被含第2010/73/EU號指令所修訂）及歐洲經濟區相關成員國的任何相關執行措施中定義
之合資格投資者。因此，概無根據《零售及保險投資産品組合規例》第1286/2014 號編制向歐洲經濟區零售投
資者提出要約或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本産品之重要資訊文件，因此，根據《零售及保險投資産品組合規例》
規定，向歐洲經濟區零售投資者提出要約或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本産品將被視爲違法行爲。 

• （適用於個人）本人/吾等特此證明、代表、保證及確認：(i)本人/吾等及本人/吾等授權代表/律師並非歐洲經濟
區成員國居民，亦非歐洲經濟區成員國零售客戶（以下簡稱「歐洲經濟區人士」），及(ii)本人/吾等並非且將不
會以歐洲經濟區人士代理人名義、爲其帳戶或利益、或受其委托而購買任何本産品；若本人/吾等或吾等中任何
人或本人/吾等任何授權代表/律師成爲歐洲經濟區人士，本人/吾等將立即通知貴行。本人/吾等向貴行承諾並確
認本人/吾等或本人/吾等任何授權代表/律師將不會以歐洲經濟區人士或歐洲經濟區實體（定義見下文）代理人
名義、爲其帳戶或利益、或受其委托而購買本産品。   

• （適用於公司）吾等證明、代表、保證及確認吾等並非根據歐洲經濟區相關成員國法律註冊成立之實體（以下
簡稱「歐洲經濟區實體」），且吾等授權代表/律師及最終實益擁有人均非歐洲經濟區人士。若此身份發生任何
變動，吾等將立即通知貴行。吾等向貴行承諾並確認，吾等將不會以歐洲經濟區人士或歐洲經濟區實體代理人
名義、爲其帳戶或利益、或受其委托而購買本産品。    

(1/2) JU 747/845/846 



Coco債券及金融次級債券（二級資本債券、一級資本債券、舊制一級資
本銀行債券、額外一級資本債券等）（統稱「産品」） 

之交易及投資確認書（續） 

• （適用於信托）本人/吾等證明、代表、保證及確認本人/吾等作爲受托人與本人/吾等自己及本人/吾等授權代表
/律師作爲受托人之信托（簡稱「信托」）並非歐洲經濟區人士或歐洲經濟區實體。若此身份發生任何變動，
本人/吾等將立即通知貴行。本人/吾等向貴行承諾並確認本人/吾等及本信托將不會以歐洲經濟區人士或歐洲經
濟區實體代理人名義、爲其帳戶或利益、或受其委托而購買本産品。   

 

• 個人帳戶（須全部賬戶持有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名：      

身份證/護照號碼： 身份證/護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名：      

身份證/護照號碼： 身份證/護照號碼： 

 

公司賬戶（由獲授權簽署人士簽署） 

 

代行及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署  授權簽署 

姓名：   姓名：  

僅供參考之用 
請於英文版本上簽署 

(2/2) JU 747/845/846 



金融次級債券（二級資本債券、一級資本債券、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券、
額外一級資本債券等）（統稱「産品」）之交易及投資確認書 

致：法國巴黎銀行（「貴行」）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吾等有興趣投資於本産品並可能就本人/吾等於貴行的帳戶中此類投資隨時聯繫貴行。 

• 本人/吾等確認已領取貴行與本産品相關的産品手册（統稱「産品手册」）副本一份以供本人/吾等參閱及保留
之用。  

• 本人/吾等已閱讀並明白産品手册之內容，並已獲以本人/吾等選擇的語言向本人/吾等解釋且接受其內容。 

• 本人/吾等完全接受及承擔涉及産品的任何交易及投資的風險，包括但不限於産品手册中已明示和/或隱含之風
險，本人/吾等亦完全明白採納獨立建議的必要性。本人/吾等同意産品手册不擬作令本人/吾等可靠且充分知悉
與産品相關之任何交易或投資之替代，本人/吾等應對本人/吾等自行選擇訂立或由本人/吾等訂立之本産品任何
交易或投資負相應責任。   

• 本人/吾等聲明，透過訂立産品的任何交易或投資，本人/吾等已出於本人/吾等個人之判斷作此决定。若貴行未
向本人/吾等招攬銷售或建議任何金融産品，本人/吾等確認本人/吾等於此金融産品訂立任何交易或投資之决定
是獨立作出的，且並無參考貴行的任何說明、陳述、或建議，本人/吾等於産品訂立的任何交易或投資應構成貴
行將有權依據之效力的代表及保證，除非貴行另有書面同意（包括貴行就任何全權委托投資組合管理協議或貴
行與本人/吾等訂立的相似文件而同意的任何責任）。本人/吾等同意（無貴行實際書面承諾時），(a)貴行未向
本人/吾等招攬銷售或建議任何金融産時，貴行非本人/吾等任何交易之財務顧問，及(b) 在任何情況下，貴行並
非本人/吾等任何交易之受托人。除非規管本人/吾等賬戶的條款及細則第6.5條另有規定，貴行毋須對本人/吾等
的投資决定負任何責任。  

• 本人/吾等明白貴行不擬將本産品向歐洲經濟區的任何零售投資者要約、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出於這些目的，
零售投資者是指符合以下身份其中之一或多個的人士： (i)《金融工具市場指令2》第2014/65/EU號指令第4(1)
條第（11）項中定義之零售客戶；(ii)《保險調節指令》第 2002/92/EC號指令中定義之客戶，而該客戶部符合)
《金融工具市場指令2》第2014/65/EU號指令第4(1)條第（10）項中定義之專業客戶的資格；或 (iii) 不屬第
2003/71/EC號指令（已被含第2010/73/EU號指令所修訂）及歐洲經濟區相關成員國的任何相關執行措施中定
義之合資格投資者。因此，概無根據《零售及保險投資産品組合規例》第1286/2014 號編制向歐洲經濟區零售
投資者提出要約或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本産品之重要資訊文件，因此，根據《零售及保險投資産品組合規
例》規定，向歐洲經濟區零售投資者提出要約或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本産品將被視爲違法行爲。 

• （適用於個人）本人/吾等特此證明、代表、保證及確認：(i)本人/吾等及本人/吾等授權代表/律師並非歐洲經濟
區成員國居民，亦非歐洲經濟區成員國零售客戶（以下簡稱「歐洲經濟區人士」），及(ii)本人/吾等並非且將
不會以歐洲經濟區人士代理人名義、爲其帳戶或利益、或受其委托而購買任何本産品；若本人/吾等或吾等中任
何人或本人/吾等任何授權代表/律師成爲歐洲經濟區人士，本人/吾等將立即通知貴行。本人/吾等向貴行承諾並
確認本人/吾等或本人/吾等任何授權代表/律師將不會以歐洲經濟區人士或歐洲經濟區實體（定義見下文）代理
人名義、爲其帳戶或利益、或受其委托而購買本産品。   

• （適用於公司）吾等證明、代表、保證及確認吾等並非根據歐洲經濟區相關成員國法律註冊成立之實體（以下
簡稱「歐洲經濟區實體」），且吾等授權代表/律師及最終實益擁有人均非歐洲經濟區人士。若此身份發生任何
變動，吾等將立即通知貴行。吾等向貴行承諾並確認，吾等將不會以歐洲經濟區人士或歐洲經濟區實體代理人
名義、爲其帳戶或利益、或受其委托而購買本産品。    

(1/2) JU 845/846 



金融次級債券（二級資本債券、一級資本債券、舊制一級資本銀行債券、
額外一級資本債券等）（統稱「産品」）之交易及投資確認書（續） 

• （適用於信托）本人/吾等證明、代表、保證及確認本人/吾等作爲受托人與本人/吾等自己及本人/吾等授權代
表/律師作爲受托人之信托（簡稱「信托」）並非歐洲經濟區人士或歐洲經濟區實體。若此身份發生任何變動，
本人/吾等將立即通知貴行。本人/吾等向貴行承諾並確認本人/吾等及本信托將不會以歐洲經濟區人士或歐洲
經濟區實體代理人名義、爲其帳戶或利益、或受其委托而購買本産品。   

 

• 個人帳戶（須全部賬戶持有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名：      

身份證/護照號碼： 身份證/護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姓名：      

身份證/護照號碼： 身份證/護照號碼： 

 

公司賬戶（由獲授權簽署人士簽署） 

 

代行及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署  授權簽署 

姓名：   姓名：  

僅供參考之用 
請於英文版本上簽署 

(2/2) JU 845/846 





請聯絡閣下的客戶經理，了解我們更多的方案： 法國巴黎銀行 
財富管理 

@BNPP_Wealth 

https://wealthmanagement.bnpparibas/asia/en.html 

BNP Paribas Wealth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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