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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天智合规顾问

天智合规顾问是⼀家独⽴的顾问公司，专注于为亚洲

区内的持牌公司、基⾦管理公司和对冲基⾦经理提供

⼀系列的全盘合规解决⽅案。

我们的团队在管理及有效降低规管⻛险、操作⻛险和

信誉⻛险⽅⾯具备深⼊的知识和专业的经验。基于扎

实的合规知识，我们已经为很多家持牌公司、新成⽴

的对冲基⾦公司、组合型对冲基⾦和多元策略对冲基

⾦提供实时的合规⽀持与前瞻性的合规建议。

在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中

为您导航

与天智合规顾问合作，我们的客⼾可以获得可靠的合

规解决⽅案和最新的规管政策和合规咨讯。通过与客

⼾建⽴密切的关系和时刻与客⼾保持联络，我们成为

客⼾可信赖的合规顾问，在充满挑战与不断变化的规

管环境中为客⼾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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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合规⽀持 —
⽉费计划或聘⽤计划

在合规和规管事宜上提供不限时间与次数的

电话/邮件咨询服务
定时与合规主任及管理层会⾯，更新及汇报

最新的合规事宜及须注意事项，并就客⼾新

定的商业⽅针及策略提供合规意⻅

处理监管机构查询与合规申报

审阅⾯向客⼾的宣传资料和汇报资料

检阅监管机构定期信息及通知，以衡量对营

运⽅⾯的合规影响

更新及修改合规⼿册和政策

因应监管机构会作出的实地检查，作持续准

备

制订及预备业务持续计划

审阅与监管要求有关的记录，如利益收受记

录及员⼯个⼈交易买卖记录

提供⽹上培训系统

提供⽹上客⼾专区，登⼊下载合规⽂件及合

规清单

持续⽀持计划为⼀般的对冲基⾦经理提供⼀系列

全⾯的合规⽀持与服务：

2 / 解决申请过程中的合规及监管疑

问

3 / 在考虑到每个基⾦的独特操作建

⽴与可⽤资源的情况下，提供有效的

合规准则及专⻔制定合规⼿册

4 / 与律师和基⾦服务供货商在预备

发⾏基⾦档合作，提供建议及进⾏协

调⼯作

1 / 准备牌照申请材料和提交申请⾄

证监会

为新成⽴的对冲基

⾦公司提供专⻔

定制服务

我们致⼒为刚成⽴的对冲基⾦公司服务，并

充分理解他们在这关键阶段的需要。我们提

供全⾯及特别设定的服务以协助他们成功发

⾏基⾦产品。服务包括：



钟婉怡⼥⼠
董事

4

董事介绍

钟婉怡⼥⼠为天智合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 领

导⼀个拥有超过20名顾问和分析员的咨询团

队。她还领导公司其中⼀个关于共同基⾦和对

冲基⾦法規的研究⼩组，并带领⼩组研究对冲

基⾦经理⾯对最新的合规问题及研究有关另类

投资管理协会(AIMA)的最佳⾏业操守。

在此之前，钟⼥⼠为保诚资产管理（⾹港）的

法律及合规部主管，并负责英国保诚集团的投

资管理业务的合规监督和法律问题。

钟⼥⼠在资产管理⾏业以及亚洲共同基⾦的法

律及监管事宜上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对基

⾦管理⾏业在亚洲各地区的发牌要求，营运、

设⽴基⾦以⾄基⾦设⽴后内部的合规控制有着

深刻的理解。

加⼊保诚之前，钟⼥⼠为花旗集团资产管理公

司的法律顾问副总裁，负责在⾹港，台湾和韩

国的基⾦业务，零售基⾦注册和整个区域的分

销问题。在此之前，她为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

的亚洲法律团队成员。

钟⼥⼠毕业于⾹港⼤学，获颁法学⼠学位，并

获得专业法律证书。其后，她在北京中国⼈⺠

⼤学修习并获颁法学硕⼠学位。她能说流利的

粤语，英语和普通话。

电话:   +852 3487 6333

电邮地址:  info@complianceplus.hk

微信:  CompliancePlus2020



特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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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部守则及规管程序进⾏差距分析

⾏业最佳守则分析

进⾏防⽌洗⿊钱审查

就营运⽅⾯进⾏尽职审查

提供员⼯合规培训，包括实地训练及主持演讲

进⾏模拟监管机构审计

设定合规监察计划、框架及程序

对服务供货商进⾏审查

进⾏内部调查

就监管机构调查及诉讼提供协助

危机处理及提供顾问服务

视乎对冲基⾦经理的营运及实际需要提供特别设定服务

我们亦向对冲基⾦经理提供特别服务如下：



客⼾池介绍

客⼾多元化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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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具有不同的背景与投资策略

多元化客⼾背景:

新成⽴的对冲基⾦公司经理（ 管

理资产超过40,000,000美元）

有交易记录和经营历史的对冲基

⾦的基⾦（管理资产超过

4,000,000,000美元）

⻓、短仓策略对冲基⾦（管理资

产超过180,000,000美元）

巨型对冲基⾦（管理资产超过

3,000,000,000美元）

不良资产对冲基⾦（管理资产超

过400,000,000美元）

⾹港现正成⽴的⾦融集团

家族财富管理办公室

⻓仓、短仓

多种策略

不良资产

宏观策略

其他特别情况

私⼈账⼾管理

事件驱动型

倾向⻓仓

全球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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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经验

与管理⾼层、⾸席合规职员、⾸席⻛险职员、业务经理和合规经理保持密切合
作，处理深⼊详尽的业务、合规和规管事宜

与客⼾转介合作，以促进与客⼾的密切合作关系

多元化服务⽅式：

我们曾为基⾦公司（包括⼤陆著名的基⾦公司及基⾦经

理）及对冲基⾦经理提供以下服务：

处理美国证监会被豁免的报告顾问（ERA）

及注册投资顾问备案

成⽴开曼群岛离岸基⾦

提供⼤型的合规培训及⼯作坊

招聘负责⼈及合规经理

建⽴合规⽅法和合规架构

为更换⼤股东事宜向证监会申请事先批准

处理证监会的实地检查及管理整个过程

处理证监会发牌申请过程和处理疑问

实施合规监控计划

建⽴持续业务运作计划

审阅员⼯操守和合规⼿册

建⽴以下程序和政策

投资组合管理程序

防⽌内幕交易政策

雇员交易程序

代理投票程序

利益披露及申报制度

经纪审查过程

为预备规管检查进⾏模拟监察审核

起草合规⼿册和操守准则

制定合规⽇历、电邮提醒、警告以确保持续合

规



与天智合规合作可以为您带来如下利益：

与我们合作

促进有效监管和监察合规事宜

推⾏全⾯的合规监控计划，从⽽减低疏

忽所带来的⻛险

度⾝订造合规政策和规管程序以满⾜对

冲基⾦业务的需要

在潜在投资者对公司进⾏尽职审查期

间，提⾼公司现存的合规计划和合规⽂

化的可信性

以有效、充分的合规⽀持去配合规管要

求的改变

有效地执⾏其他投资管理协会（AIMA）

的最佳⾏业守则和证监会的规条和⾏为

守则

8



9

我们的竞争优势

严格的信息安全和客⼾保密守则

客⼾的资料和隐私放在⾸位

因应客⼈要求对⽂件与档案使⽤密码保护

措施

严格的内部规则，要求员⼯保密客⼈资讯

迅速的回应和可定制服务

实时合规⽀持

度⾝订造合规服务

本地专业知识和深⼊的基⾦知识

基⾦专业知识和操作知识的独特结合

坚实的本地规管知识与⽀持团队

专⻔处理对冲基⾦合规问题与事宜

最新提⽰和⾏业新闻

本地合规和规管事宜上的最新报道

强⼤资料搜集⽀援以配合合规事宜的改变

最新⾏业知识

最新市场变动和⾏业新闻

坚实的资历和客⼾推荐

客⼾转介和推荐

如需要可提供客⼾推荐作参考

灵活的收费模式

按时间收费

按项⽬收费

按⽂件收费（提供⽂件、模

板或清单）

按⽉收费

按购买合规服务时钟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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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申领证监会牌照服务与
持续合规⽀持计划
（样本仅供参考）

提供⼀次持续两⼩时的合规事项简介与启动培训，该

培训的课题包括所有关于⾹港证监会的重要监管规则

和规管要求。根据证监会《持续培训的指引》中的相

关内容，对于参加该合规启动培训的⾹港职员，其出

席培训的时数可计为证监会所要求的持续性专业培训

（CPT）时数

提供关于⽇常合规事务的合规事务⽇历检查清单

提供合规⽂件夹，其中包括⼀系列关于证监会发布的

准则与指引的合规检查清单，如《基⾦经理操守准

则》、《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或注册⼈

操守准则》、《适⽤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

牌⼈或注册⼈的管理、监督及内部监控指引》，还有

持续培训记录登记表、个⼈交易申报表、收受礼物与

利益申报表、经纪审核政策、财务汇报要求等的模板

计划书样本（仅服务内容部分）：第4类和第9类

⾹港证监会持牌个体的持续合规⽀持计划书

⾹港证监会规管活动

第4类提供投资建议和第9类资产管理（不持有客⼾资产）

或仅第9类资产管理（不持有客⼾资产）

我们将向客⼾提供下列合规服务:

两⼩时的合规事项简介与启动培训以及提供合规⽂件夹

合规事务⽇历，以提醒阁下合规事务及其到

期时间

合规表格与政策，以⽅便阁下进⾏内部合规

的控制和监察

提供免费在线CPT培训和其他合规培训视频

有⽤的资料来源和近期的合规研究

过往监管更新内容的库录

客⼾常问问题回答

提供⽹上客⼾专区登⼊，下载合规⽂件及合

规清单

免费登⼊天智合规顾问有限公司的客⼾⽹上信

息账⼾

⽹上账⼾包括下列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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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申领证监会牌照服务与
持续合规⽀持计划
（样本仅供参考）

持续合规服务和⽀持（包括但不限于：评估

因业务性质或商业计划的更改、⾼级管理层

⼈事的更改、或因任何潜在利益冲突或责任

分配⽽引起的合规影响和证监会发牌影响）

筛选所有证监会的通告，评估对客⼾的影响

和提供合规建议和解决⽅案

给客⼾提供最新的且会对客⼾造成影响的证

监会条例和规管要求

处理全部证监会的提问（包括电话提问和书

⾯资料要求），准备信函和答复证监会

根据《证监会证券和期货（许可和注册）信

息规则》的要求，向证监会复审有关公司信

息的任何变更通知，包括复查与公司董事有

关,投诉专员联络⼈，紧急情况联络⼈，股本

及股权结构的变动等详细信息的备案

持续合规服务计划流程

按⽉

每季与⻛险管理职员和、或⾼级管理层（应

客⼾的要求）进⾏电话会议，讨论⾏业中更

新的管理合规问题，最新规管问题和客⼾具

体的合规事宜

按季

在客⼾提交证监会前，查阅客⼾准备

的财务申报表

按半年

检查合规⼿册以确保客⼾符合最新适

⽤的规则和规管要求（包括准备修改

和正更新的合规⼿册）

为客⼾提供免费的天智合规年度合规

培训⽇

进⾏年度现场合规检查以保证各项事

务符合⾹港的合规监管要求；就发现

的重要事项与建议向⾼级管理层提交

报告

审查就证监会年度基⾦管理业务调查

问卷的回答

审查就证监会年度商业及⻛险管理的

调查问卷的回答

从合规⻆度检查客⼾从审计师⼀⽅得

到的年度已审查账⼾和报告

准备证监会的现场检

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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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申领证监会牌照服务与
持续合规⽀持计划
（样本仅供参考）

进⾏定时的尽职调查和监察服务供应商（例

如：托管⼈定时的尽职调查，通过定制调查

问卷⽅式进⾏的经纪检查）

为证监会调查准备和提供参考资料，包括为

回答证监会⽽进⾏协调和信息收集

审查营销材料和演讲材料

审查⽹⻚的免责条款和内容

就专案事宜或项⽬与其他基⾦服务单位联

络，例如：解决错误定价，资产净值估值事

宜和更改基⾦⽂件等

公司的内部记录与其他基⾦服务提供商

（如：托管⼈，交易对⼿，执⾏经纪）提供

的报告进⾏核对，以遵守证监会基⾦经理⾏

为守则

其他合规服务

我们也因应阁下业务需求提供多种合规服务（可

包含在每⽉持续⽀持计划中，⽽费⽤会作出相应

更改）：
为新客⼾进⾏反洗⿊钱检查，准备开

⼾⽂件和客⼾的投资管理协议

为潜在客⼾准备回答尽职检查的清单

和新投资授权，如潜在客⼾需要了解

更多公司合规系统和架构，我们会与

其进⾏会议详尽解释

处理公司客⼾要求的计划书

提供新⼊职训练

为有需要考取证监会考试的职员作准

备及培训

提供翻译服务

会⻅监管机构或出席监管有关的会谈

安排合规借调⼈员在客⼾办公室⼯作

雇⽤合规⼈员

⼈才推荐



赴港申领⾹港证监会证监牌照事

宜及⼯作进度表

成⽴⾹港公司（需时约2-3星期）

决定⾹港公司董事局成员

委任会计师或其他⼈⼠担任公司秘书及审计

开设⾹港银⾏⼾⼝

委任合规顾问公司申请证件牌照

办理管理层及其他⼈员申请赴港⼯作签证（需时约4-6

星期）

审核公司负责⼈（Responsible Officer）资历是否符

合证监会求

预备⽂件申领证件牌照（第九类及/或第四及第九类牌

照）

预备所需⽂件-商业登记证,公司册证明书,公司核⼼职能

主管架构图（经由合规顾问公司预备及处理）

约⻅证监会介述申请事宜（如要）

预备及填写证监申请⽂件（需时约2-4星期）

第⼀阶段（第1-2个⽉）

等待证监会牌照

试业预备，测试

第三阶段（第5-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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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牌照申请予证监会（送交后证监会需时

8-10个星期处理及批准牌照申请）

选择合适的办公室

处理办公室装修事宜

聘请其他合适⼈员：管理层，销售，财务，

营运，中后台⼈员，⾏政，⼈事及秘书

向⾹港⼯作⼈员安排劳⼯保险，强积⾦事宜

交易系统平台预备/ 官⽅⽹站预备（如有）

第⼆阶段（第3-4个⽉）

取得证监牌照

开业前最后预备并接受合规顾问提供合规要求

的培训

正式开业

第四阶段（第7-8个⽉）



真实案例 -对冲基⾦经理的合规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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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天之前

公司负责⼈资格审阅

设置合规与基础架构咨询

发牌咨询

运作建议

服务供该商建议(主经纪商业务, 核

数师, 会计师, ⻛险经理, 资讯科技,

律师)

证监会发牌程序

提交证监会申请

预备申请⽂件及向证监会提交申

请

提供合规⼿册

在整个过程中处理和准备对证监

会要求的答复

获得证监会牌照

开始持续的合规⽀持及接受启动

合规培训

⽆限制使⽤我们客⼾⻔⼾的合规

⽂件、模板及清单

⽆限制使⽤我们的证监会持续培

训课程系统

审阅合规⼿册（如⼿册由其他⼈

提供）

设计合规监控计划（遵守证监会

规则，例如《基⾦经理操守准

则》和另类投资管理协会

(AIMA）最佳做法）

准备和审查基⾦运作⼿册和⼯作

流程

提供证监会通知清单和合规清单

提供有关证监会法规和合规要求

的指导和简介

新雇员/合规的个⼈，办公室或⼩

组培训

第⼗⼆个⽉
证监会审核/检查的准备⼯作

检阅证监会年度基⾦管理活动调查

检阅证监会年度业务及⻛险管理问卷

年度合规报告

年度内部合规培训

      - 请参阅合规现场审查

第⼀天

公司注册

第⼀个⽉
每⽉处理证监会查询及准备回覆

每⽉筛查证监会通函和新闻提醒

及时咨询–⽆限电话咨询

每⽉新闻/新警报/市场更新

基⾦推出⾸个交易

第六个⽉

第九个⽉

第三个⽉
季度合规电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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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审查项⽬

投资⻛险管理

投资流程/策略

现⾦管理

交易布局

交叉盘交易

组合的投资限制

投资组合周转率/ 不得过度交易

交易过失

代理投票政策

软佣⾦/ ⾮⾦钱利益

交易执⾏

经纪⼈审查

现⾦/ 股票对账

证券和组合的估值

投资流程审查

营运⻛险管理

暂停及延期交易

利益冲突/ 关联⽅交易

职责和职能分⼯

客⼾认购/ 赎回/ 交易

合规监控/ 功能

对服务供应商的监督

管理控制，业绩，⾏政和其他应计费⽤

运营 & 交易 & 清算审查

反洗钱控制

业务连续性

信息安全

客⼾⾝份辨识/ 专业投资者/合适性调查

证监会通知/ 监管⽂件

财政资源报表（FRR）

持续专业培训记录

基⾦⽂件

投诉处理流程

审计报告

牌照事项办理

营销材料管理控制

个⼈交易/ 交易记录

礼物及利益记录

补充信函保存安排及披露

与投资者通讯/ 报告准确性

规管 & 投资者相关 & 其他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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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智合规提供合规顾问服务予⾦融机构,对冲基⾦经理

和个⼈客⼾。我们的专业合规团队拥有多年的专业经

验,配备了深⼊的知识以应付和减少有关监管,营运和声

誉的⻛险。透过与天智合规合作,我们的客⼾可获得可

以信赖的合规解决⽅案,以及监管政策和程序的最新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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