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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銀行在香港：篳路藍縷 捲土重來 

 去年 9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就推動香港邁向「智慧銀行新紀元」提出多項舉
措，包括歡迎在本港引入虛擬銀行，並承諾會檢討、修訂現時虛擬銀行的發牌指
引。今年 2月，香港金管局正式發佈了《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本，並啟動
公眾諮詢，當中最引人關注的一處改動是容許科技公司亦可以申請經營虛擬銀
行，而不再只限於現有的金融機構。據報道，至今已有多家機構對申請設立虛擬
銀行表示感興趣，其中不乏具相當規模的金融科技企業，令各界開始憧憬虛擬銀
行在香港的發展正步入佳境。 

虛擬銀行：從線下走向線上 

 所謂的「虛擬銀行」，又稱為「網絡銀行」（Online Bank/Internet Bank）或
「直銷銀行」（Direct Bank），指的是主要透過互聯網或其他電子傳送渠道提供
銀行服務的機構。與傳統銀行相比，虛擬銀行可以不設任何實體分行，只透過網
上平台為顧客提供所需的存貸款、證券交易等各種服務，甚至連第一步的銀行帳
戶開立亦可在網絡上進行。嚴格意義上講，那些由傳統銀行「數碼化」轉型而延
伸出來的網上銀行服務並不屬於虛擬銀行的範疇；除非有關銀行決意「另起爐
灶」，申請虛擬銀行牌照並將之作為一項獨立的業務來經營。 

虛擬銀行的經營方式屬於「輕資產型」，可以極大限度地節省開設實體分行
的租賃開支和人力資源成本，由此亦可能提供比傳統金融機構更高的存款利率、
更低的貸款利率以及更便宜的交易徵費，並以「讓利」的手段作為吸引顧客的主
要「賣點」。另一方面，虛擬銀行還可以憑藉其與生俱來的互聯網「基因」，突
破傳統銀行服務的時間和地域空間限制，為用戶提供 24 小時全天候的電子化服
務，並更廣泛地吸納不同地區的客源；加上網絡平台一般都會集中提供較簡單、
標準化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比起業務「大而全」兼且涉及大量人手操作的傳統銀
行，反而可以減少產生差錯和失誤的可能性，從而提高服務質素。 

美國銀行：主導第一波浪潮 

 虛擬銀行最早出現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1995 年在美國誕生的安全第一
網絡銀行（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SFNB）被公認是全球首間虛擬銀行，在
開業後的短短幾個月，就獲近千萬人次上網瀏覽，對當時的傳統金融界造成極大
震撼，亦帶動了虛擬銀行隨後在美國的興起。根據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統
計，在 1996年至 1998年期間，美國網路銀行總資產的年均增長率達 53%，而同
期傳統銀行每年的資產增長率僅為 8%。 

 虛擬銀行率先在美國萌芽並興起，一方面是得益於美國政府上世紀 90 年代
初期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該計劃推動了資訊科技產業的高速發展，奠
定了虛擬銀行營運的技術基礎；另一方面，當時美國電子商務突飛猛進，網絡購
物越來越為消費者所接受，龐大的網上支付需求直接刺激了網絡銀行以及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出現。此外，美國 1980 年代取消對金融機構的利率管制後，傳統商
業銀行間的競爭加劇，促使一些傳統銀行為吸引客戶而加速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
的創新，包括採用愈趨普及的互聯網技術以及開闢網上服務來迎合消費者的新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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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千禧年前後，虛擬銀行的風潮從美國向海外蔓延。例如，英國歷史上著名
的虛擬銀行「Egg Bank」由英國保誠保險公司於 1999 年設立，在成立不足一年
的時間裏積累了 20 多萬名客戶，存款額達 130 億美元；全球經營最成功的虛擬
銀行之一「ING Direct」則源於荷蘭國際集團（ING）於 1997年對加拿大一家虛
擬銀行的收購案，高峰時的客戶總量多達 4,000萬人；日本第一家虛擬銀行「JNB」
(Japan Net Bank)成立於 2000年，之後索尼銀行（Sony Bank）、「I-Bank」等虛
擬銀行亦相繼問世。 

 然而，全球第一波虛擬銀行的發展卻好景不長，整個行業在經歷了短暫幾年
高速增長之後即陷入「瓶頸」，不少銀行出現了利潤下滑甚至虧損等情況；就連
虛擬銀行的「鼻祖」安全第一網絡銀行亦因業務停滯而未能逃脫被收購的命運。
畢竟，虛擬銀行作為一種新興事物；在不少顧客眼中，其品牌和信譽度難以與那
些歷史悠久的傳統銀行相匹敵，而缺乏現金流充裕的大客戶更是虛擬銀行的「致
命傷」，特別是導致一些定位於提供全方位服務的虛擬銀行在拓展業務時捉襟見
肘。同時，大多數的虛擬銀行是以操作簡便和標準化的金融產品吸引用戶，對客
戶的融資需求往往缺乏深度瞭解，不利於他們培養顧客忠誠度和建立持續盈利能
力。加上千禧年過後，科網經濟泡沫爆破，大量電子商務企業和互聯網公司退出
市場，拖累了虛擬銀行步向隕落。 

內地科企：靠創新嶄露頭角 

 雖然虛擬銀行在發達國家經歷了一個大起大落的發展階段，但這種新興的業
態直到近年才真正在中國內地出現。從 2014 年起，內地開放民營銀行的牌照申
請；其中，由騰訊牽頭的微眾銀行以及阿里巴巴為主要股東的浙江網商銀行是知
名度最高的兩家民營銀行，兩者的出現亦標誌著虛擬銀行在內地嶄露頭角（見附
件表 1）。 

 與上世紀末海外風行一時的虛擬銀行有所不同的是，近年在內地興起的虛擬
銀行普遍由非金融類科網機構牽頭成立（見附件表 2），在運營的前中後端均展
露出自身特色和「進步」之處。在前端的「吸客」環節，內地科網企業本身匯聚
了一批黏性較強的客戶群，有利於旗下虛擬銀行以較低的成本吸引潛在用戶。例
如，騰訊麾下的社交媒體微信在內地的滲透率極高，已成為民眾日常通訊的必需
品；至 2017年，微信每月的活躍用戶數達約 10億人，這些忠誠度較高的用戶構
成了微眾銀行的潛在客戶基礎。另一大型科企阿里巴巴亦曾披露，旗下淘寶商
城、天貓商城的活躍用戶約佔內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阿里系電商平台的用戶亦
自然而然成為網商銀行在最初招攬客戶時的鎖定目標。 

 在後端的「銷售」環節，內地虛擬銀行採取差異化的市場定位策略，盡量避
開與傳統商業銀行的直面交鋒。其實，銀行業亦存在所謂的「二八定律」，即業
內 80%的利潤來自最高價值的 20%客戶。傳統銀行大都以大型企業或高淨值人士
作為首要招徠目標；內地的虛擬銀行則反其道而行，主攻擁有 80%客源的「長尾
市場」。據統計，目前小微及個體商戶佔內地所有企業的比例高達 99%，但他們
由於具備融資金額小、時間短、頻率高、單次融資收益低等特點，常常被傳統銀
行忽視。微眾銀行推出的「微粒貸」和網商銀行的「網商貸」、「旺農貸」均聚
焦於小微企業和個人消費信貸市場，搶佔傳統銀行力有未逮的「空隙市場」。 

 在中端的「風控」(風險管控)環節，即銀行服務最核心的部分，內地虛擬銀
行在大數據徵信方面亦有創新性突破。科網企業牽頭組建的虛擬銀行往往掌握了
大量客戶資料與消費數據，在運用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新一代資訊技術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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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亦有先天優勢，有助他們管控小額貸款風險，減低出現不良貸款的概率。以網
商銀行為例，其貸款客戶大部分是淘寶、天貓的店家，故可以掌握他們完整的供
應鏈記錄；在接獲店商客戶申請貸款之後，網商銀行會對所收集到的徵信紀錄進
行大數據分析，藉此評估借款人風險，協助制定貸款發放的決策。據悉，目前網
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約為 1%，遠低於中國銀行業 1.74%的平均水平。 

再度發牌：各方條件已成熟 

 反觀本港，香港金融管理局在 2000 年曾發出《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為
本地虛擬銀行設立了定義和規範流程；隨後出現的豐明銀行(大新金融旗下)堪稱
是本地虛擬銀行的「雛形」。不過，由於經營狀況未如理想等原因，豐明銀行在
2011年正式結業；而整體來說，在過去十多年間，虛擬銀行這種銀行業態在香港
幾乎是「波瀾不興」，甚至逐漸被市場遺忘。 

 時過境遷，金管局在十餘年後就修訂版的虛擬銀行條例重新展開諮詢，從設
立機構、實際操作及退場指引方面都作出較大幅度的修改（見附件表 3）。據報
導，業界的反應相當正面，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對在本港設立虛擬銀行更是躍躍欲
試，包括微眾銀行、平安科技以及儲值支付工具 TNG 等。近期虛擬銀行升溫，
更有望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相信這與本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環
境出現得一些重大轉變不無關係。 

 其一，近年本港創新科技發展落後備受詬病，新一屆特區政府已表明將全力
以赴，在創科路上急起直追。早前，香港金管局專門成立金融科技促進辦公室，
以冀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區的金融科技樞紐；財政司司長的 2018/19 年度《財政預
算案》亦將金融科技列為本港創新及科技發展的四大範疇之一。在政策推動下，
虛擬銀行作為本港金融科技發展的一環，其前景自然「看漲」，業界對參與經營
的信心亦大為增強。 

 其二，當前移動互聯網技術取得長足的進步，網絡應用高度普及，加上網絡
速度與流暢度大幅增加，為虛擬銀行的發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支撐。例如，利用人
的生理特徵或行為特徵來進行身份鑒定的生物認證技術(如虹膜認證技術)日漸被
應用於金融領域，可以協助銀行遠程識別客戶身份，消費者從開戶伊始就無需親
臨實體分行，使得業務流程完全「脫實就虛」成為可能。 

 其三，近年香港地產市場持續暢旺，帶動寫字樓及商舖的租金成本屢創新
高。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顯示，2000年中區的甲級寫字樓平均每平方米租金為
411元，至 2017年已大幅攀升至 1,195元。虛擬銀行不需開設實體分行，有助於
節省運營成本；這項優勢隨著近年租金成本攀升而越見明顯，成為其更受青睞的
又一因素。 

 其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上升為國家層面的區域發展戰略，相關規劃的出
台如箭在弦上；未來逐步打通三地的「資金流」是推動大灣區建設的關鍵之一。
隨著大灣區內各城市加大金融深化和金融開放的力度，虛擬銀行恰好可以發揮其
不受地域空間限制的特點，為促進大灣區內的資金自由流通開啟一個「突破口」；
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虛擬銀行若能將經營範圍延伸至大灣區，其市場腹地將得
以大幅擴闊，為達致業務的規模效應創造條件。 

捲土重來：金融科企注新血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具科技背景的企業勢將成為香港虛擬銀行新一輪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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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科技公司除了在先進技術運用和大數據收集上佔有優勢之外，於用戶的滿
意度方面往往亦擁有較佳的口碑。可以憧憬，當他們成功申請虛擬銀行的牌照並
加入銀行服務的「戰局」中，有望為行業的改革和創新注入一股「新血」。 

 但不容否認，香港虛擬銀行的發展前路仍有諸多難關亟待跨越。例如，香港
作為享譽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銀行服務領域「強手如雲」，競爭早已幾近「白
熾化」；科技公司要越界經營，以「初生牛犢」與來自世界各地的金融巨擘一爭
長短，實不能低估箇中的風險與難度。再如，「高利息、低收費」一向是全球虛
擬銀行吸引用戶的主要賣點，相信本港的虛擬銀行有很大機會亦會跟隨。但在香
港這樣高成本、高競爭的市場，如何在迅速「吸客」的同時亦能有效地「吸金」，
建立可持續的增長和盈利模式，相信這會是虛擬銀行必須面對的另一個重大挑
戰。當然，海外不少於上世紀末成立的虛擬銀行已營運十數年，加上內地在虛擬
銀行的經營策略上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這些「他山之玉」或可為本地虛擬
銀行釐定發展定位與策略帶來啟發。 

 亦需留意的是，虛擬銀行在評估借款人的信用風險以及為客戶遠距離開戶
時，還涉及個人數據的收集和分析處理，不可避免會牽涉到信息的安全性以及個
人資料保護等問題。最近渣打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保安的關注是發
展金融科技一大障礙，高達三成多的受訪者對此感到擔心。在公眾對個人資料安
全性和保護私隱日益關注的今天，要讓公眾釋除「心結」，虛擬銀行服務提供者
除了要在金融保安技術以及硬件等方面下工夫之外，亦須建立起系統化的安全和
私隱管理程序；而政府相關部門在制度設置、合規監管、網絡基建以及公眾教育
等方面做出必要配套，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無論如何，虛擬銀行經過十幾年沉寂之後，在各方助力之下正掀起「捲土重
來」之勢。「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香港若能把握此中的機遇迎難而上，不但
可以為金融科技的發展開啟一番新境界，更可順勢為推動本港傳統銀行業的轉型
開創一條新路。 

 

 

 

 

2018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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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微眾銀行與浙江網商銀行的概況簡介 

 
微眾銀行 浙江網商銀行 

成立時間 2014 年 12月 2015年 6 月 

註冊資本 

(人民幣) 
30億元 40億元 

主要股東 

騰訊(30%) 

百業源(20%)、 

立業集團(20%) 

螞蟻金服(30%） 

上海復星工業技術(25%) 

主要產品 微粒貸、微車貸 網商貸、旺農貸 

資料來源：互聯網資料；廠商會研究部整理 

 

 

附表 2：近年內地新批准成立的民營銀行的概況 

銀行名稱 
成立 

時間 

是否 

虛擬銀行 

主要股東是否

科網企業 

備註 

深圳前海

微眾銀行  

2014年 是 是 

（騰訊） 

無實體營業網點或櫃台，通過人

臉識別技術和大數據信用評級

發放貸款，並不需要財産擔保 

浙江網商

銀行 

2015年 是 是 

(螞蟻金服) 

以網際網路方式經營，沒有實體

網點，沒有現金業務，不設立分

行，純粹線上運營 

上海華瑞

銀行 

2015年 否 否 定位爲智慧銀行，主要服務於金

融貿易和中小型企業 

溫州民商

銀行 

2015年 否 否 是中國境內第一家正式對外營

業的民營銀行 

天津金城

銀行 

2015年 否 否  

重慶富民

銀行 

2016年 否 否  

四川新網

銀行 

2016年 是 是 

(小米) 

定位為新一代互聯網銀行，是繼

騰訊微眾銀行、阿里網商銀行之

後內地第三家互聯網銀行 

湖南三湘

銀行 

2016年 否 否  

福建華通

銀行 

2017年 是 否  

武漢眾邦

銀行 

2017年 是 是 

(武漢當代科技

産業集團、一網

通科技） 

專注服務中小微企和消費類個

人用戶，採用線上爲主，線下爲

輔的交互模式運行，致力打造

「網際網路+供應鏈金融」模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5%9C%B3%E5%89%8D%E6%B5%B7%E5%BE%AE%E4%BC%97%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5%9C%B3%E5%89%8D%E6%B5%B7%E5%BE%AE%E4%BC%97%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7%BD%91%E5%95%86%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7%BD%91%E5%95%86%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5%8D%8E%E7%91%9E%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5%8D%8E%E7%91%9E%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B7%9E%E6%B0%91%E5%95%86%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B7%9E%E6%B0%91%E5%95%86%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9%87%91%E5%9F%8E%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9%87%91%E5%9F%8E%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5%BA%86%E5%AF%8C%E6%B0%91%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D%E5%BA%86%E5%AF%8C%E6%B0%91%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E6%96%B0%E7%BD%91%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E6%96%B0%E7%BD%91%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4%B8%89%E6%B9%98%E9%8A%80%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4%B8%89%E6%B9%98%E9%8A%80%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8%8F%AF%E9%80%9A%E9%8A%80%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8%8F%AF%E9%80%9A%E9%8A%80%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6%B1%89%E4%BC%97%E9%82%A6%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6%B1%89%E4%BC%97%E9%82%A6%E9%93%B6%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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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億聯

銀行 

2017年 是 是 

（美團旗下子

公司吉林三快

科技） 

定位爲「以科技爲驅動力、開展

普惠金融爲主旨」的智能網絡銀

行，走「輕資產、重價值開展」

的途徑 

山東威海

藍海銀行  

2017年 否 否  

北京中關

村銀行  

2017年 是 是 

(用友網絡科

技、北京碧水源

科技) 

 

安徽新安

銀行 

2017年 否 否  

江蘇蘇寧

銀行 

2017年 是 是 

(蘇寧雲商) 

以「科技驅動的 O2O 銀行」定

位，打造線上線下高度融合發展 

遼寧振興

銀行 

2017年 否 否  

廣東梅州

客商銀行  

2017年 否 是  

(超華科技) 

 

中信百信

銀行 

2017年 是 是 

(百度) 

 

為內地首家由傳統金融機構成

立的虛擬銀行，是傳統銀行轉型

的里程碑 

資料來源：互聯網資料；廠商會研究部整理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6%9E%97%E4%BA%BF%E8%81%94%E9%93%B6%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9%E6%9E%97%E4%BA%BF%E8%81%94%E9%93%B6%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1%B1%E4%B8%9C%E5%A8%81%E6%B5%B7%E8%93%9D%E6%B5%B7%E9%93%B6%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1%B1%E4%B8%9C%E5%A8%81%E6%B5%B7%E8%93%9D%E6%B5%B7%E9%93%B6%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4%B8%AD%E5%85%B3%E6%9D%91%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4%B8%AD%E5%85%B3%E6%9D%91%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6%96%B0%E5%AE%89%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6%96%B0%E5%AE%89%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8%8B%8F%E5%AE%81%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8%8B%8F%E5%AE%81%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E%BD%E5%AE%81%E6%8C%AF%E5%85%B4%E9%93%B6%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E%BD%E5%AE%81%E6%8C%AF%E5%85%B4%E9%93%B6%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F%E4%B8%9C%E6%A2%85%E5%B7%9E%E5%AE%A2%E5%95%86%E9%93%B6%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F%E4%B8%9C%E6%A2%85%E5%B7%9E%E5%AE%A2%E5%95%86%E9%93%B6%E8%A1%8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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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內容 

 《「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 《「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本》 

頒佈日期 2000 年 2018年 

金管局態度 
「金管局的主要原則是不反對虛

擬銀行在香港成立」 
「金管局歡迎在香港設立虛擬銀行」 

對設立虛擬

銀行的要求 

 本地註冊成立的虛擬銀行不得

是新成立的機構，只可透過將

現有本地註冊成立的認可機構

轉型而設立。 

 本地虛擬銀行應由基礎穩固的

銀行或其他受監管金融機構持

有最少 50%股本。 

 海外註冊申請人必須來自已設

有電子銀行監管制度的國家，

資產總值須超過 160 億美元。 

 銀行、金融機構及科技公司均可

申請在香港持有和經營虛擬銀

行。 

實際操作的

要求 

 在香港設有實體辦事處； 

 因應其計劃經營的業務設立適

當的保安系統； 

 制定適當政策及程序以處理與

虛擬銀行業務有關的風險； 

 其業務計劃能夠在擴展市場佔

有率及為資本賺取合理回報兩

者間取得合理平衡； 

 在其服務章則及條款內清楚列

明客戶的權利與義務；及遵守

金管局發出有關外判電腦操作

業務的指引。 

除 2000 年的《指引》中要求的內容

之外，是次修訂更加入以下內容： 

 虛擬銀行提供銀行服務時，應在

促進普及金融方面扮演積極角

色。雖然虛擬銀行不設立實體分

行，但可以設立客戶支援中心。

應顧及個人或中小企客戶的需

要，故此不應設立最低戶口結餘

要求或徵收低戶口結餘收費。 

 由於虛擬銀行主要從事零售業

務，所以應以本地註冊銀行形式

經營。這與現有對經營零售銀行

業務銀行的處理一致。 

 虛擬銀行須遵守適用於傳統銀行

的同一套監管原則及主要規定，

惟部分規定須因應虛擬銀行的商

業模式作出適當調整。 

 鑑於虛擬銀行在香港是新的營

運模式，虛擬銀行要在申請時提

交退場計劃，萬一結束業務時，

能有秩序進行。 

資料來源：香港金管局網站；廠商會研究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