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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才明
北京德和衡（深圳）
律师事务所主任
高级联席合伙人

筛子的尺度
华灯初上，透过深圳太平金融大厦 23 楼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办公室的落地玻璃幕墙，福田 CBD 几
十幢高楼组成的喜迎国庆七十周年的灯光秀璀璨夺目！
六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踏进德和衡（深圳）的办公室，被蒋琪总裁所感动，被德和衡的文化尤其
是以创收为导向的理念所吸引，毅然决定离开我执业二十二周年的律所加入德和衡！
时间飞逝，一晃过去了三个月，像我这样已过 " 知天命 " 的年龄，执业三十一年的老律师还要转换门庭，
有人为我点赞，有人为我担忧，有人觉得纳闷。而我也坦诚的告诉关心我的朋友，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想做些事
也就只有十年八年的时光，如果现在不抓紧，再往后想干也干不了，毕竟岁月不饶人！
我原先执业的律所是深圳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的老所，在深圳排名前三十的律所中有十几家律所的掌门人
或主要合伙人均来自于这家律所，有人以此为骄傲，但我却常常反问，为什么这些人不能留在一起创业？原因
也许有许多，但有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律所的文化，衡量合伙人的标准与尺度。不同的标准与尺度筛过后，留
下来的人离开的人都与筛子的尺度密切相关的！
德和衡的文化，有人说是充满狼性的文化，是优胜劣汰的尺度。给每个人压力，给每个人赋能，让个人在
一定的压力下充分发掘动能。每一年给自己许个愿定下新的目标，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进步！换一个环境改
变一下状态，重燃激情！与德和衡共同进步！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是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综合型商事律师事务
所之一，被中国司法部命名为“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2000 年 )、被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授予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2005 年 )，连续多年被国际知名法律媒体
或评级机构授予各类奖项——《亚洲法律事务》（ALB）“中国十佳成长律所”、
“中国国内律所 30 强（第 8 位）”，
《美国律师》“全球律所 100 强（第 34 位）”、“亚
太律所规模 50 强（第 8 位）”，
《THE LAWYER》“亚太地区律所 100 强”第 7 名
以及《商法》“卓越律所大奖”；经过严格的选拔程序，入选顶尖国际律所联盟
SCG，成为中国内地仅有的两家会员所之一，并主导建立跨地域法律服务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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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全球精品律所联盟 (EGLA)）”，在全球拥有 68 家联盟所，成员所律师人数
6000 余人。

Beijing DHH Law Firm, one of the largest and the fastest developing comprehensive commercial law firms in China, was named by P.R.C. Ministry of Justice as ‘Ministerial Civilized Law
Firm’(2000),awarded by Chinese National Lawyers Association as ‘National Excellent Law

办公室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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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2005).It has been awarded honors in multiple categories for consecutive years by well-known
legal media and reputable rating agencies in China and abroad-- ‘Asian Legal Business’(ALB)
“China’s Top 10 Fastest Growing Law Firms’” &“Top 30 China Domestic Law Firms”(Ranked

北京 Beijing

天津 Tian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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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8th),‘The American Lawyer’ “Global 100”(Ranked as 34th) & “The Asia 50”(ranked as

上海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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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The Lawyer’ “Asia-Pacific Top 100 Local Firms”(ranked as 7th) and ‘China Business

深圳 Shenzhen

Шэньчжэнь

长沙 Changsha

Law Journal’ “China Business Law Award”. Beijing DHH Law Firm, after strict procedure of

前海 Qianhai

selection, became a major member of the top international legal alliance, State Capital Group (SCG).

青岛 Qingdao

the founding of a cross-region legal service platform - the Elite Global Legal Alliance (EGLA), an

济南 Jinan

alliance with a global network of 68 members and over 6,000 lawyers.

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наиболее крупных и
быстро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В 2000 год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юстиции Китая
признало ее лучшей юридической фирмой, защищающей интересы граждан н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м уровне, а в 2005 году получила признание Всекитайской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в качестве выдающейся юридической фирмы Китая. Уже многие годы подряд
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удостаиваетс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х отзывов и наград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СМИ и авторитетных рейтинговых агентств, в частности, журналом «Asian Legal Business»
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была признана одной из 10 лучш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она стала 8-й в рейтинге «30 лучш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Китая», 34-й в рейтинге «100 сильнейш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мира» по версии журнала «The American Lawyer»; заняла 8-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Топ-50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7-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Топ-100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составленном журналом «THE LAWYER»; получила
приз «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 как лучш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Пекинская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фирма
DHH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й из дву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материкового Китая, которые входят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ассоциацию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State Capital Group (SCG). Кроме того, она
является учредителем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союза выдающихся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EGLA), который
объединяет 68 юридических фирм и более 6000 юристов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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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少湖主席受邀参加上合组织国家地方经贸合作推介会并发表演讲
2019 年 4 月 27 日，上合组织国家地方经贸合作推介会在中国青岛召开，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湖受邀参加本次会议，并
发表了主题为“上合经贸合作 法律保障先行”的演讲。

山东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任伟先生
莅临徳和衡指导工作
2019 年 4 月 28 日，德衡律师集团总裁蒋琪和联席管理主任、
CACC
（中
国第一法务协会）建设工程与房地产分会秘书长张泽贤律师热情接待了任伟
会长，任伟会长高度评价了德和衡国际化和品质化的发展战略。

英国大律师事务所4 Pump Court拜访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4 月 30 日，英国顶尖大律师事务所 4 Pump Court 的高级管
理人员 Carl Wall 先生一行三人前来拜访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德
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远律师及其他相关律师人员进行交流。

刘克江和姚远律师参与编撰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环境国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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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第四卷（中英文对照版）正式出版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刘克江律师、高级合伙人姚远律师
参与编辑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法律环境国别报告》
（“
《报告》
”）第三卷与
第四卷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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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衡律师与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云端上的法律人 | 德和衡国际航空法专业团队重磅亮相

作协议

德衡律师集团 2019 年倾力重磅打造一支跨地域、多牌照柔性专业团队—国际航空法团队在近期正式亮相，该团队拥有深耕国际航空领
域多年的法律专家，
也有来自中外多地办公室的优秀涉外律师。

德衡律师集团与万达控股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均
表达了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肯定和祝愿，期望双方能在各个法律
服务领域开展充分的合作，为万达控股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的持续发
展保驾护航。

新西兰Focus Law法肯司诺律师行创始人到访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5 月 9 日上午，新西兰 Focus Law 法肯司诺律师行创
始人何婉盈律师到访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与刘克江主任就双方
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
达成了未来在跨境业务领域的合作共识。

DHH华盛顿办公室梅良主任助力
美国中国总商会DC分会换届大会
2019 年 5 月 17 日，美国中国总商会华盛顿分会召开 2019 年
度会员大会暨理事会换届选举。
德和衡华盛顿律师事务所作为唯
一一家律师事务所成员单位参加大会，梅良律师作为监票员监督、

陈浩律师连续第六年率团队赴美出席国际商标年会
2019 年 5 月 18 日至 5 月 22 日，
第 141 届国际商标协会年会
（INTA）
在美国波士顿会展中心盛大召开。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陈浩律师、
资深商标律师崔春花、
资深专利顾问李颖赴美参加了本届盛会。

认证了选举过程。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荣获
“北京市优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优秀律师”
两项嘉奖
2019 年 5 月 19 日上午，北京市第十一次律师代表大会在北
京友谊宾馆隆重召开，授予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优秀律
师事务所”荣誉称号、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所主任刘克江律师“北
京市优秀律师”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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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H莫斯科首席合伙人原毅参加

俄罗斯中国总商会法律行业分会聘任奈丽教授

中国司法部赵大程副部长访俄座谈会

接任秘书长

近日，司法部赵大程副部长一行调研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与格
林伍德园区，并与总商会及格林伍德园区重点企业座谈。德和衡

2019 年 5 月 28 日，俄罗斯中国总商会法律服务行业分会召

莫斯科所主任、法律分会副会长原毅女士代表 DHH 和总商会法

开工作会议。贝维利科娃 · 奈丽 · 米哈耶罗夫娜女士接替北京德和

律分会出席了座谈会。

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远律师接任法律分会秘书长一职。

德和衡荣获“2018年度中国全过程工程咨询

德和衡（莫斯科）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原毅

专业律师事务所10强”称号

与德和衡（圣彼得堡）法律中心联席主席陈志
刚双双在北京出席会议受到习主席接见

2019 年 5 月 20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在“2019 第十三
届全国招投标领域年度聚焦暨全过程工程咨询机构评价推介活
动” 中，荣获 “2018 年度中国全过程工程咨询专业律师事务所 10
强”称号。

德衡律师集团签约入驻济南国际法律服务中心

2019 年 5 月 28 日，德和衡莫斯科所主任原毅与德和衡圣彼
得堡法律中心联席主席陈志刚共赴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
大会和中华海外联谊会五届一次理事大会的全体代表大会，被聘请
为第五届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张彦珍一行莅临
山东德衡（枣庄）律师事务所调研

2019 年 5 月 21 日下午，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少

2019 年 5 月 29 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张彦珍一

湖带队，到槐荫区政务中心与区长朱玉明、副区长梁弘及区局主

行六人在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李端卫、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主

要负责人进行交流座谈并签订了入驻济南国际法律服务中心 25

任孔超陪同下，莅临山东德衡（枣庄）
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援助

至 27 层的合作协议。

和公益事业工作调研。

德和衡律师应邀参加中国离岸金融峰会

蒋琪总裁、温贵和律师受邀参加人民币东南
亚国际化业务交流会

2019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23 日，中国离岸金融（深圳）峰会
在深圳君悦酒店隆重召开。德和衡深圳分所联席主任甘永辉律
师、德和衡香港分所管理主任苏琳琳律师一行出席了此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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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30 日，广西福地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召开
了“大数据、供应链业务洽谈会”，德衡律师集团总裁蒋琪律师
及深圳办公室党支部书记温贵和律师受邀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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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政府官员及企业代表一行到访德衡青

《你有权保持沉默并获得律师帮助——在美国

岛办公室

预防和应对突发风险100条法律常识》在DHH上
海办公室发布

蒙古国政府副总理顾问 TSOG Logi、蒙古国一带一路“丝路
协 创 中 心” 蒙 古 国 经 贸 联 络 中 心 主 任 Mandala J. 及 United

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组织编著，在香港出版的《你有权保

Capital 集团亚洲区总裁 Lkhagvasuren NAMJILDORJ 等一行到

持沉默并获得律师帮助——在美国预防和应对突发风险 100 条法

访德衡青岛办公室进行参观交流。

律常识》新书发布会于上海中心大厦德和衡上海办公室举办。

毛洪涛受邀参加“中国刑辩大律师讲堂”并做
主题讲座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
事务所、德衡(悉尼)律师事务所成功协办威海“
境外投资及营商环境法律实务论坛”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 日，京城“刑辩十人”与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辩护研究中心共同举办 “中国刑辩大律师讲堂（2019 年度）”

2019 年 6 月 5 日，
在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和衡（青岛）

系列公益讲座，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毛洪

律师事务所、德衡（悉尼）律师事务所的大力协助下，由中国国际商

涛受邀出席并开展主题讲座。

会威海商会、威海市律师协会共同举办的 “境外投资及营商环境法
律实务论坛”成功举行。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与俄罗斯联邦总统直

俄罗斯工业家企业家联盟仲裁中心与北京德

属国民经济和行政学院西北分院签署法律培

和衡律师事务所拜访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训协议
2019 年 6 月 5 日，栾少湖主席与“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民

俄罗斯工业家企业家联盟 (RSPP) 亚洲首席代表西博先

经济和行政学院西北分院” 沙马霍夫院长代表双方单位签署了

生、德衡律师集团总裁蒋琪律师、德和衡香港分所叶森律师等

《关于联合举办服务 “一带一路” 俄语国家的中国律师与中国公司

一行拜访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
，与 HKIAC 秘书长莎拉

法务基础法律培训班协议书》
。

· 格里梅（Sarah Grimmer）进行了友好交流。

原毅主任参加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会见重庆

栾少湖带队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代表团活动

德衡律师集团俄罗斯业务首席合伙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
所莫斯科办公室所主任原毅律师作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法律
顾问，应邀赴使馆参加会见重庆代表团活动，双方共同交流来俄
投资、合作话题。

007

BEIJING

LAW FIRM

2019 年 6 月 5 日至 7 日，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
栾少湖与集团常务副总裁西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出席第 23
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次日，栾少湖主席一行就落实与中
国青岛市国际经济合作区事宜再次到访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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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少湖带队出席选择美国高峰论坛与美国中国

党建促所建 时代新标准 律师新形象 ——德衡

总商会2019年会

律师集团全面启用律师执业记录仪，开启律师
事业新篇章

2019 年 6 月 10 日至 13 日，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会议主席栾
少湖与集团美国华盛顿 DC 分所负责人梅良律师共同出席“选择美国

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借鉴公安部门执法记录仪经验、集团自主研

高峰论坛”与美国中国总商会 2019 年年会。

发的 “律翼” 牌律师执业记录仪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开始向旗下北京
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及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各地办公室进行配发。

德衡律师集团召开迎 “七一” 党建促业务工作
经验交流会

德衡律师集团“人工智能和5G时代”法律支持
的“演变”研讨会顺利举办

2019 年 6 月 20 日，德衡律师集团组织召开了迎“七一”党建促
业务工作经验交流会。
栾少湖主席号召将 “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争

2019 年 6 月 12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在国贸银泰中心举

光、
为党旗增辉”列为集团全体党员、
律师员工的执业初心与使命。

办 “人工智能和 5G 时代” 法律支持的 “演变” 研讨会，共同探讨人工
智能、
5G、
大数据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前沿法律问题。

蒋琪律师一行拜访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
公司
西南政法大学付子堂校长访问德衡青岛办公
室

2019 年 6 月 21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总所主任蒋琪律
师一行赴中国法律服务
（香港）
有限公司进行拜访，与杜茂董事长就
2019 年 6 月 16 日，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顺访德衡律师

集团青岛办公室。
双方就加强校所合作，在学生实践基地建设、聘

德和衡香港分所作为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特邀委员
单位的履职情况进行交流。

用德衡资深律师担任学校校外导师等人才培养与就业方面作了深
入探索与交流。

深圳律协秘书长莅临德和衡调研指导工作

《法人》对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党建特色工作进
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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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8 日，深圳市律师协会李同宝秘书长莅临北京

由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在 2019 年第 6 期从 “内联：凝聚

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调研并指导工作。
希望德和衡在深圳律

力打造和谐团队” “外统：' 党建 + 统战 ' 打造素质律师” “担责：以

师业整体发展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为深圳律师事业作出更大的

责任心服务国家利益” 三个方面对北京德和衡律师所的党建工作进

贡献。

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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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成功举办南京市栖霞区打造

山东省司法厅迟丽华副厅长视察德衡律师所

法治化营商环境暨助推企业科创板上市论坛
2019 年 6 月 21 日，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南京市司法局、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主办，北京德和衡
（南京）
律师事务所协
办的南京市栖霞区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暨助推企业科创板上市论坛在南京市成功召开。

2019 年 6 月 29 日，山东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迟
丽华在山东省律师协会会长王民生、青岛市司法局副局长李文
渊、
傅强的陪同下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视察并座谈。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党总支再获
“北京市律师行业先进律师事务所党组织”荣
誉称号
2019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市第十一届律师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暨律师行业党建规范化建设年工作推进会中，德和衡所党
总支获得“北京市律师行业先进律师事务所党组织”荣誉称号。

全国律师协会张学兵副会长深入DHH莫斯科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一行深入山东德衡律师所调

律师事务所调研

研党建工作

2019 年 6 月 24 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中伦律师事
务所主任张学兵到访 DHH 莫斯科律师事务所，与律所代表座谈

2019 年 6 月 30 日，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一行深入山东德衡律

调研中国律师走向“一带一路”相关工作。

师所视察调研党建工作。
随后，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林峰
海主持召开了党员律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座谈会。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党建工作再获殊荣

2019 年 6 月 28 日，朝阳区律师行业党委“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98 周年暨表彰大会” 隆重召开。
北京德和衡律师所党建工作
再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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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邯郸）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被授予
“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

2019 年 6 月 30 日，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在青岛召开“全国律
师行业党建工作典型表彰暨经验交流会议”。
北京德和衡（邯郸）
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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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衡深圳办公室作为会员单位参加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凌霄律师连续两年参加

深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成立大会

“援藏律师服务团”活动

2019 年 7 月 3 日，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导的“深

2019 年 7 月 11 日上午，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

圳市供应链金融协会” 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在深圳市市民中心隆

律援助基金会在拉萨市举行 “援藏律师服务团” 启动仪式。
北京德

重召开，
德和衡深圳分所作为会员单位应邀参加。

和衡律师事务所凌霄律师连续两年作为 “援藏律师服务团” 成员
积极参加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孙键公参一行
深入德和衡（莫斯科）律师事务所视察调研党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林倩律师受邀出席

建工作

全国海关法规制度建设培训班并授课

2019 年 7 月 12 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孙键公参一行深入
海关总署政法司在乌鲁木齐海关教育培训中心举办了“海关

德和衡（莫斯科）律师事务所视察调研党建工作。
孙键公参对德衡

法规制度建设培训班”。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林倩律师受邀出

律师集团及莫斯科分所的党建活动建设、中俄双向法律服务以及

席并为培训班进行主题授课。

为留俄人才提供平台给予高度评价。

“一带一路合规与法律风险防范高峰论坛”在
京成功举办
德衡律师参加青岛市律协一带一路考察团澳洲调研学习
2019 年 7 月 13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办，德衡律师集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8 日期间，德衡律师随同青岛市律师协会一带一路考察团，走访了澳洲当地多家律师事务所、学术机构及当
地政府机关等，
并与各方开展了深入务实的沟通和交流。

团国际业务中心承办的 “一带一路合规与法律风险防范高峰论坛”
在北京银泰中心成功举办。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荣获
2019年北京市商务服务业国际化品牌100强

2019 年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
行。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荣获 2019 年北京市商务服务业国际
化品牌 1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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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教授一行莅临德和衡

山东省法学会任伟专职副会长一行莅临

上海所参观指导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调研指导工作

2019 年 7 月 22 日，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2019 年 7 月 29 日，山东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任伟先生一行

当代著名法学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高铭暄

到访北京银泰中心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调研中国 - 上合组织地

教授等一行莅临北京德和衡
（上海）
律师事务所参观并指导工作。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法律服务及山东法学会公司法务研究院的设立
相关事宜。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李辉大使接见

青岛仲裁委邓焕礼主任一行走访德衡律师

DHH莫斯科分所原毅主任等侨领并亲切寄语

事务所

话别

日前，即将卸任的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李辉大使在使馆亲切
接见了在俄罗斯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并与他

2019 年 7 月 31 日，青岛仲裁委主任邓焕礼一行到山东德衡律
师事务所走访，
调研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与争议解决相关课题。

们亲切寄语话别。莫斯科分所原毅主任受邀参加。

蒋琪律师、卢春阳律师受邀出席

DHH莫斯科及圣彼得堡法律中心与江苏省司

中国银行业协会法律风险管理高级研修班并

法厅、江苏省商务厅签约共建“江苏驻俄罗

授课

斯法律服务中心”

近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在贵阳举办了 “中国银行业协会法律

2019 年 7 月 31 日，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商务厅、DHH

风险管理高级研修班”。
蒋琪律师、卢春阳律师应邀为本次培训进

莫斯科及圣彼得堡法律中心三方经友好协商，决定就共建江苏

行了主题授课。

驻俄罗斯“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签定合作协议。

“振兴新三板高峰论坛暨CACC振兴新三板

北京德和衡1-7月服务IPO项目数位列第九

分会成立仪式”成功举办

2019 年 7 月 26 日，由中国第一法务协会（CACC）主办，北
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振兴新三板高峰论坛暨 CACC 振兴
新三板分会成立仪式”在北京银泰中心 12 层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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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监会统计，2019 年 1-7 月共有 32 家律所为 IPO
上会项目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其中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以 2
家项目过会，100% 过会率，位列第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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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和衡上海律师所汤华东主任获得

第六届"刑辩十人"论坛在德和衡成功举办：

“上海市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荣誉称号

聚焦当前形势下"涉刑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保护"
2019 年 8 月 9 日，第六届“刑辩十人”论坛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成功举办，本次论坛专题研讨了“涉刑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保护”这

2019 年 7 月 29 日，上海市律师行业党委召开律师行业先

一热点话题。

进党组织、优秀党员律师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大会暨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专题党课。
德和衡上海律师所汤华东律师获得 “上
海市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荣誉称号。

中国首个律所律师节在青岛举办

2019 年 8 月 2 日—4 日，中国首个律所律师节在青岛举办。
来自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境内外近 50
地各地办公室的合伙人、律师员工代表约 500 人在一起欢度律师
自己的节日。

美中创新创业联盟到访德衡律师事务所

香港中联办法律部刘春华部长深入DHH香港
分所调研并为
在港出版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法律政策汇编
（2019）》首发揭幕

2019 年 8 月 6 日，美中创新创业联盟会长叶玉彬先生等一

2019 年 8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

行到访德衡律师事务所进行交流。
双方就支持薄力泉先生在华盛

室法律部部长刘春华一行到香港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调研指导工作，

顿领衔创建“中美中小企业商会”等合作事项达成若干共识。

并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法律法规政策汇编（2019 年
版）
》
新书发行揭幕。

50名德和衡律师入选第十一届北京市

“内地在港与访港人员法律援助中心”今成立

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研究会）委员

2019 年 8 月 6 日，
《关于第十一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

2019 年 8 月 13 日，“内地在港与访港人员法律援助中心”

会（研究会）委员名单的公示》文件发布。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刘

在香港会展中心揭牌成立。
该中心设在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香

克江等 50 名德和衡律师入选第十一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

港分所，中心律师将依法为在港居留工作和旅港访港的内地人士

（研究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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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LA 联盟成员标准管理体系研修班”活动成

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一

功举办

新一行莅临德和衡深圳办公室参观交流

2019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GLA）联合北

2019 年 8 月 21 日，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京德和衡（DHH）深圳律师事务所在其位于深圳太平金融大厦的办公

黄一新一行莅临德和衡深圳办公室，与德衡律师集团总裁蒋琪等律

地址成功举办了为期三天的“EGLA 联盟成员标准管理体系研修班”。

师进行了友好交流。

北京德和衡十五名律师当选

李旭修主任获聘青岛市“法治营商环境监督员

北京市律师协会第十一届专业委员会（研究会）主任/副主任
2019 年 8 月 17 日 -19 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在首府大厦召开了专业委员会
（研究会）
成立会，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入选第十一届北京市
律协专业委员会
（研究会）
主任两名，
副主任十三名。
2019 年 8 月 27 日，全市政法机关营创法治营商环境誓师大会
在黄海饭店召开，德衡律师集团第一副总裁李旭修参加会议，并在
会上被聘为第一批青岛市政法机关“营创法治营商环境监督员”。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主席栾少湖访问上海石油
天然气交易中心
2019 年 9 月 5 日，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主席栾少湖一行访问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希望可以借助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的平台资源，为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法律服务，加
快国际化拓展步伐。

德和衡深圳办公室受邀为广东股权交易中心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中标

作“企业上市法律规范实务”主题分享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常年法律顾问项目
近日，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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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9 日，集团合伙人、德和衡深圳办公室联席主

常年法律顾问单位聘请项目中标公告，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中标

任甘永辉律师，集团联席合伙人吴捷帆律师受邀为广东股权交易

第一包——国内业务包，成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常年法律顾问服

中心作了主题为“企业上市法律规范实务”的授课分享。

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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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领导

DHH华盛顿办公室出席SCG2019年会

到北京德和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调研
2019 年 9 月 17 日，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省
2019 年 9 月 5 日到 6 日，SCG（State Capital Group）

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委主任王大为等一行，专程深入到北京

2019 年会在华盛顿特区水门饭店举行，德和衡华盛顿办公室梅

德和衡（石家庄）律师事务所视察调研律师工作。

良主任应邀出席此次年会并发表演讲，表达了与 SCG 成员所共
同开拓市场共同发展的愿景和信心。

军民共建，共叙鱼水情深——北京德和衡（
上海）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
95958部队某营达成军民共建合作协议
2019 年 9 月 11 日，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
记赵可青一行受邀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 95958 部队某营，与该
营签署了《军民共建合作协议》，正式确立双方结为 “双拥共建单

德和衡（石家庄）党支部作为案例教学点与

位”。

“省级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学员
分享党建经验与体会
2019 年 9 月 17-19 日，德和衡（石家庄）党支部作为案例教
学点在为期三天的 “省级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 中与

栾少湖律师带队参加第四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2019 年 9 月 11 日 -12 日，栾少湖主席带队参加第四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向观展人员展示了德和衡法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所做
的各项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以及律所正在逐步发展的国际化布局。

学员分享党建经验与体会。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荣登“2019年ALB并
购排名”榜单
近日，汤森路透旗下的知名法律媒体《亚洲法律杂志》
（Asian
Legal Business，ALB）公 布 了 “2019 年 并 购 排 名（M&A
Rankings 2019）”，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位列并购领域“值得关
注的中国大陆律所”。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
心与德衡律师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2019 年 9 月 19 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中国金融
信息中心与德衡律师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并正式签署合作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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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SZA西林·朱特·安舒茨律师事务所合伙

国家法官学院拉美国家法官研修班和玻利维亚法

人拜访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

官研修班参访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9 月 24 日，“中国律师制度及律所运营模式交流会” 在

2019 年 9 月 19 日，来自德国 SZA 西林 · 朱特 · 安舒茨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银泰中心 12 层召开。
来自 8 个国家的四十多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合 伙 人 Max Hirschberger, Christoph Nolden

名外国法官以及国家法官学院的各位领导共同出席了本次会议。

到访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双方就跨境争议解决业务
进行了深入交流。

美国国务院国际领导者访问项目团队参访
DHH华盛顿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5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刘克江主任和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荣膺ALB年度中国

王鹏飞副主任带队美国国务院国际领导者项目团队来 DHH 华盛

十佳成长律所

顿办公室参观访问并指导工作

近日，全球知名法律媒体《亚洲法律杂志》
（Asian Legal
Business）
公布了 2019 中国十佳成长律所获奖名单，北京德和衡

“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中蒙俄经济走廊法律服务论坛暨北京德和衡（呼和浩特）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荣列其中，这是继 2018 年后北京德和衡第二次荣获

开业庆典隆重举行

此项殊荣。
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26 日，北京德和衡
（呼和浩特）
律师事务所承办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法律服务论坛暨北京德和衡
（呼和浩特）
律师
事务所开业庆典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宾馆隆重举行。

彭勇、史东海律师受邀在
“2019年度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刑事法制业务培
训班”作专题讲座
2019 年 9 月 23 日，海关总署缉私局在南昌召开 “2019 年
度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刑事法制业务培训班”。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彭勇律师与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史东
海律师受邀参会并进行了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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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远律师受

全球精品律所联盟第十六次合伙人代表大会在鄂尔多斯胜利召开

邀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法律服务国际论坛并

2019 年 9 月 27 日，由全球精品律所联盟 (Elite Global Legal Alliance，简称“EGLA”) 主办、内蒙古三恒律师事务所承办的“全球精品律

做主题发言

所联盟第十六次合伙人代表大会”在鄂尔多斯成功召开。

2019 年 9 月 25 日至 26 日，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姚远律师出席了 “法律服务与区域经贸合作” 的上海合作组织
国家法律服务国际论坛，并就上合组织国家间投资、商事争端解决
机制构建做了主题发言。

德和衡海关法律事务团队与中国肉类协会成功
举办“中国肉类进出口企业海关事务法律风险
及国际贸易合规培训班”
德衡律师集团莫斯科分所原毅主任受邀全程

2019 年 9 月 26 日，德和衡海关法律事务团队与中国肉类
协会在成都举办 “中国肉类贸易企业海关事务法律风险及国际贸

参加建国70年庆典观礼活动

易法规培训班”。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彭勇等一行
律师进行了授课。

2019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德衡律师集团莫斯科分所
首席合伙人原毅作为俄罗斯侨胞代表，受邀全程参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观礼系列活动。

德衡律师集团组织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系列活动

德衡律师集团召开2019年第三次集团合伙人
会议

德衡律师集团通过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我和我的祖国”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和号召合伙人、律师员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把爱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为祖国
母亲七十华诞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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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7 日，
德衡律师集团召开第三次集团合伙人会议，
栾少湖主席在讲话中表示，2020-2023 年将以“新时代、新格局、新
高峰”部署集团新新三年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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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律匠
杨光明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监事会
副监事长，擅长处理深圳地区公司类商事
争议解决，以及信用证与保函、信托、理财
等金融类争议解决

杨光明律师专访
一、责任心是做事的基础，使命必达是我们的目标
“责任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句话是杨光明律师的微信签名，很多年没有换过了。
作为律师，杨光明律师认为对客
户最好的保障就是责任感的保障，
所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便是如此。
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做事是不会太差的。
杨光明律师曾经办过一起代理上市公司办理诉前保全及后续诉讼的案件，接
到客户的委托时，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夜晚，但是客户的需求十分急迫，希望第二天就能完成保全。一般情况下，要实现如
此快速的保全，难度极大。但是，在“只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的信条下，杨光明律师快速的评估了案件难度，决定接受委托，
当晚就与团队成员一起加班商讨诉讼方案，确定管辖法院，准备好起诉和保全申请材料。
与此同时，杨光明律师又紧急联系
担保公司尽快准备保函，办完这一切，已是午夜。然后匆匆回家休息，第二天凌晨 6 点又早早地和团队成员、客户法务到达
律所，一起对起诉和保全材料进行最后的审核。之后，赶在法院开门的第一时间，取号、立案。期间，不断有立案庭法官对诉
前保全的急迫性、管辖等法律问题进行“发难”，杨光明律师都凭着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一一化解，法院最终受理诉前保全
申请！下一步就是等待担保公司提交保函，下午完成财产保全。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总会有突发事件扰乱既定的计划，这一次是担保公司挨
到了当天下午下班前才将保函提交到法院，当天完成保全是不可能了。可是什么是责任感呢？应该就是在法院立案大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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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准备关门时，杨光明律师还在坚持不懈的跟负责保全的法官沟通，寻求解决办法；还是杨光明律师次日一早提前到达法
院，接上法官赶在上午到达保全现场，最后完成保全。虽然比客户需求的时间晚了一些，但最终还是达到了客户的基本要
求，保障了客户的权益。
每次回忆起来，杨光明律师都记得那天下午的心急如焚和未能按时完成客户需求的不安，但是，也正是“责任感”，最
终支撑、驱使着他穷尽一切办法完成委托，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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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团队化作战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非洲有句谚语：“独行者快，众行者远”，经过多年的工
作经验积淀，杨光明律师也越来越认可这个道理，他认为团
队化作战才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在以往单枪匹马
的时代，律师和律师之间往往只存在竞争，个人作战往往也

德 . 律 匠 － E LI T E

光明律师还有另外一个类似观点为团队成员熟知，“如果你

知识，杨光明律师都会认真学习并分享在团队微信群里面。

的法律、所有的案例、所有的司法观点）
，可视图、法官研究、

要拼，就努力做到第一，即使是第二也失去了意义，那并不是

“杨律师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勇于承认别人的优秀，并能快

开庭前进行模拟庭审，对于案件进展会有一个完整的 Excel

胜利”。团队也是在他的带领下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诉讼，这

速的学习为已所用。”团队成员表示，“记得不止一次，杨律

表详细记录每个节点的内容。后来不止一位客户夸赞团队

不仅能增强团队成员信心，又能让团队不断进步发展。

师会在团队内部公开表达对某律师的欣赏，并让我们学习

成员跟进案件响应及时，工作细致，感受到了团队的用心和

其优点，但对我们而言，如此坦诚的夸赞竞争对手，承认自

专业，而团队成员自身也从这些工作习惯里面获益良多。

（三）绩效激励制度是团队稳定发展的致胜法宝

分身乏术，无法承接更多的法律事务。
虽然一个人轻松自由，
但要想做大做强，团队化作战是必然选择。
近几年来，杨光明
律师在团队管理上也越来越有心得，
其方法也颇有成效。
（一）
团队价值观的建设是团队运行的底层逻辑
每个人的工作习惯、思维模式都存在千差万别，如何让
不同背景、不同知识储备、不同行事风格的个体融入一个团
队，发挥出 1+1>2 的效果，成为每一个团队领导人的难题。杨
光明律师尤其看重的就只有两点：第一、
工作态度是第一位。
无论你学历多么优秀、履历多么丰富，如果你没有责任心，工
作态度不积极，团队也不会接纳你。
反之，你能够有积极主动
的做事习惯、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即使是工作技能不足，工

可能会有人质疑，律师行业不仅竞争激烈，人员流动也
很频繁，仅靠价值观一致或人文关怀无法保证团队稳定或持
续发展。“这个观点很正确”，杨光明律师表示，“对于团队成

己的欠缺，确实做不到，可能是好胜心在作祟。”也正是因为
这样，杨光明律师团队这两年进步巨大，坚持对工作流程标
准化并不断对办案方式进行创新。比如承办案件有专门的
团队内部流程指引，会有三穷尽检索（即穷尽案例相关所有

本文由许惠茹律师供稿。

员，我并没有把他们当成我的下属，我认为我们是合作的关
系，大家取长补短，合作共赢。
对于薪酬分配，都是按照团队
贡献进行，不会亏待团队里的任何一人。团队成员生活的更
好，也是我的奋斗目标。
” 团队成员私下里都觉得：“杨律师
是一个思想观念开放，三观很正的人，能和我们沟通没有代
沟，很懂年轻人的想法，虽然谈钱很物质，但杨律师在这方面
做得很好，这也是团队一直这么稳定并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吧。
”

作能力欠缺，团队也愿意花时间去培养你。
第二、团队内部透
明。
有关于团队的事情，团队成员间互相坦诚，不遮掩、不隐
瞒。这样不仅能很好的预防执业中的各类风险，也能增强团

三、不断地学习、创新，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才能保持竞
争力

队成员间的信任感，能够感受到大家是一个团体，凝聚力更
强。
这看似简单、平淡无奇的两点，实际是团队成员管理、事
务管理和稳定团结的重要检测指标，也是信任感和责任感的
再一次展现。

做有挑战性的事情，“只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是杨
光明律师自己和团队所遵守的信条。团队成员有时会有疑
问：“这个案件这么难，障碍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要接（代
理）？”杨光明律师会回答，“如果很容易，当事人还请你干

“团队的价值观建设是团队运行的底层逻辑，是根基。”
杨光明律师认为，“因为是基础的东西，所以反而不需要很复
杂。你只需把你最为看重的品质对成员进行要求，并以身作
则，
持续的贯彻执行，
时间会给你想要的结果。
”
（二）
非常重视打胜战
杨光明律师为人随和，但对待工作却有不同的一面，尤
其重视团队的战斗力，之所以用“战斗力”这个词，也侧面说
明了杨光明律师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和对“狼性文化”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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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我们就是要做有挑战性的事情。”然后便举出了当年他做
过的一些突破性案件，团队成员听完后觉得也不无道理。后
来，在面对疑难复杂、看似不可能胜诉的案件时，团队成员也
会按照设定的目标奋力一搏，不再像以前一样局限思维，还
未尝试即下定论；同时也会按照既定目标，在法律专业层面
穷尽一切解决方案。往往也就是因为杨光明律师的责任感和
坚持，团队办理的疑难复杂案件总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
最终都能取得比较好的结果。

对于律师工作，特别是诉讼工作，是非常有对抗性的，结果往

不断地学习，才能保持竞争力。带领团队的这些年，杨光

往都是非赢即输，因此他认为“赢”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团队

明律师一直坚持不断学习的观点，并以身作则。每当有新的

成员也如此要求，希望团队成员人人都能成为 “魏武卒”。杨

司法解释、行业新闻、好的行业文章等一切他觉得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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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金融类数据合规的研究
STUDY ON BANKING FINANCE DATA COMPLIANCE

我国银行业的信息化建设历经二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建立较
为完备的信息系统，通过广泛的业务类型和多样的金融产品积累
了大量的数据资产。银行金融业集中掌握个人金融信息，其中涉及
的个人身份证明信息、财产信息、征信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一旦
发生安全事件，会对个人隐私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同时金融数据属
于国家重要安全类数据，金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也是网络安全犯
罪的主要目标之一。银行金融业数据合规应对中应该考虑国家金
融安全、个人隐私保护以及数据商业利用价值间错综结合的复杂
性和均衡性。
在目前阶段，大部分银行在大数据时代的管理体系建立还处
于初期阶段，尚存在如下问题：
· 银行内部数据分布零散化，线上线下的数据一致体系尚待
建立。数据管理局部化，银行对数据的判断和考量还主要集中于满
足业务需求的数据真实准确性，对于个人数据的保护以及数据主
体权益的实现路径搭建上，未能形成全生命周期性管理。

辛小天

· 数据风险管控机制存在不足，在数据的合法授权、来源合法
性审核以及对外交互中应审查的来源数据安全能力体系尚不完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

善。央行办公厅 2019 年 5 月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

伙人、互联网合规业务部负责人，擅长业

2018 年支付服务领域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银

务领域为数据安全、网络游戏、电子商

办发〔2019〕72 号）》。在通报中“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管理不规范、

务、互联网金融法律事务等 , 为数十家

部分机构存在收集信息范围过大、未经消费者授权收集其个人金

科技类企业提供产品合规及投融资法律

融信息的情形、
业务系统存储不规范等情形。”属于重点问题。

服务。

· 整体数据合规文化渗透度不强，很多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
事件缘于“内鬼”问题，人员数据合规和法律意识薄弱，凸显了银行
内部管理职能不清，缺乏完整流程和权限管理机制。
下文主要探讨银行金融类业务数据利用和合规治理中的几个
典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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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团内的数据共享
银行类金融业的资质门槛以及资产规模要求非一般的
投资性行业所能比拟。因此，在构架组织上往往以集团的方
式呈现，除了总行下设各地分行、支行外，架构中往往还包括
跨业投资实体。基于统一管理以及商业分析之目的，个人金

德 · 视点 － OPINIONS

信息流通便利外，立法者认为也对消费者有利，因为可以便

和分析应当在中国境内进行。除法律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

明确安全和保密义务与责任；对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

利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各种不同金融商品，使消费者享受

另有规定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向境外提供境内个人金

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的国家安全

一站式服务。

融信息。业内较困惑且呼吁落地最迫切的数据出境评估标

审查。2017 年 6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工业和信

准曾经历了 2017 年 04 月 11 日发布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

息化部、公安部、国家认监委等部门发布了
《网络关键设备

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2017 年 8 月 30 日
《信

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
（第一批）》
，其中列举 4 种网络关

息安全技术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指南（征求意见稿）》 到

键设备和 11 种网络安全专用产品 6，应当按照相关国家标

2019 年 6 月 13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个人信

准的强制性要求，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

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
但一直处于被讨论关

全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销售或者提供。
同月，
《网络产品和

注但迟迟未落地的境况。
由于跨国导致法律适用的差异和

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发布，但该等审查办法在实践中

数据保护水平差距，数据跨境增加数据主体对个人信息控

并未充分落地。
今年 5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网

制权的不确定性，另外作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企业的数据

络安全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
》，一旦正式颁布将替代

向境外提供还可上升至国家数据主权的管辖问题，因此建

2017 年审查办法。最新征求意见稿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议银行金融业从业者需严格按照网络安全法原则以及行业

的运营者采购网络产品和服务时，应预判产品和服务上线

的规定 审慎处理数据的跨境操作，同时密切关注数据跨

运行后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形成安全风险报告，并对自主

境的评估标准的正式落地要求。

申报的情况、政府审查关注重点以及审查的时限和流程进

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 7 月 26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其中规定

融数据在银行集团内各实体之间共享和数据的汇聚融合成

“金融控股公司

为客户类信息使用的常见模式。

可以共享客户信息、销售团队、信息技术系统、运营后台、营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现行法律对于集团内的个人信
息的共享转让并没有豁免性的特殊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规
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向本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机构和个
人提供个人金融信息，但为个人办理相关业务所必需并经个

2

与其所控股机构之间、其所控股机构之间

业场所等资源，发挥协同效应。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在集团内
部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与其所控股机构之间、其所控股机构之
间的协同机制，对集团各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金融控股集
团的客户共享机制监管基础有望在该等办法正式实施时放
开，但共享时具体制度和文件授权要求也有待细化 3。

人书面授权或同意的，以及法律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另有规
定的除外。因此，现有规定中只要是向非承接对应业务的机

4

5

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监管

构进行数据的共享，必须以原始数据主体的授权和同意为基
础。按照现有个人信息收集规则，个人信息收集要满足最小
必要并与收集时的目的对应为原则，这就意味着在客户首次
接触中即对未来业务获得的概括性授权不符合现有要求。据
传，2019 年 10 月央行内部下发的《个人金融信息（数据）保
护试行办法（初稿）
》第十八条规定也是延续这一原则，规定
“金融机构不得以 ‘ 概括授权’ 的方式取得信息主体对收集、
处理、
使用和对外提供其个人金融信息的同意。
”

银行金融业属于国家的关键业务，支撑的业务运营信
息系统列入网络安全防范重点监控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CII）系统。
《网络安全法》规定：“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

《网络安全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网
络产品和服务，应当按照规定与提供者签订安全保密协议，

行了详细的规定。根据接近立法机构的人员的透露，最终审
查原则上以个案审查为主，具体审查标准完全公开的可能
性不大。

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
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
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
设施，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
因此，银行业的相关数据也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数据对象。

但现实中这种集团内的数据共享和分析往往是银行业
务必不可少的，比如需要根据客户在本行的现有存款以及借
贷记录，对客户进行信用度评级以及新业务评估。而每次个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以及其涉及的重要数据的网络安全和数
据监管要求正在逐步完善，应注意遵守在安全防范、服务 /
产品采购、数据本地存储和出境监管等全方位的合规要求。

人信息使用前均需要获得用户单独授权的做法显然并不实
《网络安全法》中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负

际。

责专人和专业技术人员调查、考核及培训、重要系统和数据
相 比 而 言，美 国 以《金 融 服 务 现 代 化 法 案》（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GLBA)）建立起来的金融数据
流通规则则考虑了 “金融行业的数据流通价值” 的体现。
GLBA 将传输划分为向非分支机构的第三方以及向金融机

库容灾备份、安全时间应急预案预演练、安全检测评估制度
等多方面都规定了比一般网络运营者更高的监管要求和处
罚力度。另外，针对 CII 企业，数据本地化要求和网络服务产
品采购审查都是重点监管范围。

构的分支机构传输两种情况。针对前者，金融机构不得直接
或间接将非公开个人信息提供给非分支机构的第三方，该等
提供必须以通知数据主体为前提，而且应同时给予数据主体
选择退出权（opt-out）
，禁止金融机构流通其非公开 1 的个
人信息。另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与其分支机构间的信息流
通，GLBA 没有任何限制规定，既不需要事前通知，消费者也
没有“选择退出”的权利。
该等立法的原理除给予金融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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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
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
应当进行
安全评估。数据本地化要求在行业规范中也早有体现，
《中国
人民银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
的通知》规定，在中国境内收集的个人金融信息的储存、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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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实施原由自身进行的业务活动，外包的金融服务通常

三、
营销中的数据利用
通过用户数据分析使用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进行广
告或定向推送是银行金融业数据商业化利用的重要模式以
及常见的拓客方式。但利用个人信息进行广告和营销是否

编码等；具体操作，如会计服务、后勤服务及管理工作；契

包括教育储蓄、校园业务等涉及未成年人数据的收集、使用

流转生命周期，将数据安全意识纳入企业文化，将数据合规

约功能，如呼叫中心等 。

和处理；境外分支业务或境内业务中保留和监控外国客户

工作纳入信息化建设体系，已成为企业在大数据时代运作

信息引发的境外数据法律管辖；以及金融科技模式下的平

中的必备合规内控能力。

8

全规范》
、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
《通信短信息服务管

融机构数据向外包商的传输。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和《互联

理规定》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个人金

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等文件针对委托处理更多的强

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等规定中针对广告营销中的个人

调的是委托方取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合法授权以及对于受托

信息利用普遍建立的是 opt-out 的机制，主要着眼于保障

方安全能力评估和履约能力的监管。2010 年银监会颁布的

个人信息主体知情广告性推送
（包括通过文字、符号、字体

《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险管理指引》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

等进行“广告”或“个性化推送”的显著标识）
，并赋予个人信

应在外包活动中依法履行告知义务，但告知义务的时间要

息主体有权拒绝接收基于其个人信息推送的商业广告。个

求以及内容均没有明确规定。个人金融信息是涉及个人财

人信息主体提出反对的情况下不得将个人金融信息用于产

产、身份、征信等高敏感的信息，信息的滥用、侵权给数据主

生该信息以外的其他营销活动。

体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和伤害，有必要对信息的传输、处理赋

台数据接入、爬虫数据等时代性问题。尽管现有的规定尚存

予更清楚、明确和严格的行业性要求。

年 10 月发布的《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的工

金融外包中一类涉及侵犯客户金融信息的高风险行业

作方案》
以及近期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是第三方催收业务。打着“欠债还钱”的天经地义，做着违法

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

获取个人信息、威胁暴露他人隐私、截取通讯录信息等各种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公开征

过界的 “创新”，金融领域正常的催收业务和令人听闻色变

求意见稿）
》中则强调了用户事先同意的要求 。
针对金融业

的黑灰行业勾连，已成为个人隐私安全的高危隐患。
今年 9

广告和营销究竟给予客户 opt in（选择同意权）还是 opt

月初陆续爆发的 6 家大数据公司负责人被带走调查或公司

out（选择退出权）
，还是会分渠道治理（例如电子信息方式

已暂停、调整业务等消息据传主要“源头是套路贷、暴力催

opt -out, 其他利用电话、住宅、交通工具等信息发送广告

收 , 数据公司给他们输出爬虫运营商等涉嫌侵犯用户信

给予客户更强的 opt-in 的事先控制权）
，
有待明确。

息”。
1. GLBA 所定义的“非公开个人信息”，是指下列可辨识与个人有关的财务信息，且非公开可取得：1）消费者提供给金融机构的信息，2）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从事交易或

值得关注的是，以 opt-out 为核心的美国个人信息保

暴力催收是近两年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治理重点，根本

护体系中，GLBA 则对个人信息的营销类使用做出了特别

原因在于外包服务商的自身专业能力和法律意识的不足和

严格的要求，法案第 502 条
（d）
项规定，金融机构除提供给

委托方的选聘制度和标准不完善。
《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风

份有限公司。

消费者报告机构外，不得将消费者的任何存款账号，交易账

险管理指引》等相关规定，均要求银行金融业选择催收公司

4. 该办法同时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及其所控股机构在集团内部共享客户信息时，应当确保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并经客户书面授权。

号或信用卡号码提供给非分支机构第三方，以供用于电话

时应注意服务提供商的技术能力以及专业能力的审核。具

该安全评估指南第一稿征求意见曾于 2017 年 5 月发布。

营销、邮件营销或电子通讯营销。
可以看出 GLBA 对非核心

体而言，建议相关委托方应注意评估因引入外包服务商可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规定境内金融机构为处理跨境业务且经当事人授权，向境外机构（含总公司、母公司或者分公司、子公司及其他为完

业务中的个人信息的滥用问题给予更强的控制和监管。

能带来的数据共享的风险。审查、评估外包服务商保护个人

广告营销中的个人信息使用还需要按照相关规定注意
广告信息的明确标识、尽量消除身份指向性、避免构成骚扰
等要求。
四、
金融服务外包的监管
金融服务外包是指金融机构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利
用外包商（为公司集团内的服务实体或公司集团的外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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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数据治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的重点行业，把握数据

外包服务安排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客户个人信息等金

7

在若干争议和不清晰之处，毋庸置疑的是银行金融业已经

规治理中还存在很多其他需要关注的风险点和监管要求，

要获得客户的事先同意目前规定尚不明确。
《个人信息安

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部门的规定包括工信部门 2018

源于篇幅所限，除上述讨论以外，银行金融业在数据合

包括 3 种类型：信息技术，如信息技术的应用开发、编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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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信息的能力；与外包服务商的协议中明确外包服务商

2. 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产生的信息，3）金融机构以其他方法取得的个人信息。
3. 金融控股公司是指依法设立，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拥有实质控制权，自身仅开展股权投资管理、不直接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

成该业务所必需的关联机构）传输境内收集的相关个人金融信息的，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并通过签订协议、现场核查等有效措施，要求境
外机构为所获得的个人金融信息保密。
6. 网络关键设备包括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机架式）和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设备）等 4 种；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包括数据备份一体机、防火墙（硬件）、WEB 应用

保护个人金融信息的职责、保密义务以及协助个人主体权

防火墙（WAF）、入侵检测系统（IDS）、入侵防御系统（IPS）、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产品（网闸）、反垃圾邮件产品、网络综合审计系统、网络脆弱性扫描产品、安全数据库系

利实现的责任；保留随时监督的权利，包括对外包服务商

统、网站恢复产品（硬件）

数据系统的抽查权；应对外包服务商在服务中可能出现的

7.
《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规定“开展商业性营销，应事先征得用户同意，保留相关凭证并积极配合骚扰电话核查工作。
《
” 关于进一步规范

重大缺失；合作终止后，要求外包服务商及时销毁因外包

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公开征求意见稿）》未经金融消费者同意或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金融营销信息，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反复发送金融

业务而获得的个人金融信息。

营销信息。
8. 定义参见 2005 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金融服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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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供应链金融的合规建设

一、供应链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与使用的合规性
（一）核查供应链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BRIEF ANALYSIS ON COMPLIANCE CONSTRUCTION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供应链金融的本质是金融，因此，充足、合法且较低成本资
金来源是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基础。目前，供应链金融机构的

签订的代理合同的情形。如果交易双方之间同时存在出口贸易

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的同时，对于可能包含合规性风险的资

委托代理合同与货物买卖合同，并以供应链服务企业自营名义

金来源应当高度注意和警惕，例如非法集资或试图非法或灰色

出口并办理退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系列文件，该种情形均属违

收入合法化的洗钱资金等。核查此类风险事项，对资金方主体的

规情形，存在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同时被罚被追缴退税款的风

设立材料、开展业务资质以及资金来源凭证等重要信息进行审

险。因此，建议供应链服务企业在提供出口代理服务过程中以生

慎的形式和实质审查，建立科学的资金来源风险评估制度，防止

产企业名义代办退税，或双方之间进行真正的贸易行为以自已

出现非法资金流入供应链金融而使供应链金融成为违法乃至犯

的名义出口并办理退税，同时并存代理行为与买卖行为容易引

罪的工具。

发合规风险。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

保理、
民商事争议解决。

在国内贸易中存在一种“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贸易行为，即

瞒、资金利用不充分或违规使用的情形，但资金提供方往往对融

买卖双方签订购销合同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但实际并没

资后的资金用途难以监控，从而存在供应链金融机构利用资金

有货物交付。在交易行为中，买卖双方通过关联第三方或其他第

进行非法活动产生合规风险。因此，对于供应链金融机构融资后

三方“创造”一个闭环贸易，融资方通过该闭环贸易的形式从供

的资金用途应当建立具体且定期的合规性审查制度，包括其融

应链金融机构得到资金。但买卖双方都明知其真实意思表示并

资目的、融资必要性和实际的资金流向，防止出现供应链金融机

非买卖货物，而是为了融资。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个案例都认定上

构借供应链金融融资之名，实际进行投资、理财，尤其是违法放

述行为属于“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并判决买卖行为无效，按借

贷等非法业务。资金提供方除了定期要求融资项目提供投后管

贷关系处理。因此，对于走单走票不走货的行为，要高度关注交

理信息，收集和掌握业务各个环节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之

易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防范“名为买卖，实为借贷”违法行为的

外，还应当对行业的生产周期、运作模式和市场规律等有较为深

出现。

（一）确保交易行为的真实性，
防范虚构交易行为的出现
供应链金融设立的初衷在于为贸易的参与主体进行周转
失去了真实交易，融资基础的贸易关系就不复存在，融资行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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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变成了套取资金甚至是骗贷。部分主体采用虚构交易和伪造

银保监会向各大银行、保险公司下发了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

合同、仓单、交易单证、物流信息和货物等虚假凭证，或对同一笔

见中明确提出，银行保险机构应加强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合规管理，切实按照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的要求，合规审慎开展

应收账款或动产进行重复质押，以骗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资金。

业务创新，禁止借金融创新之名违法违规展业或变相开办未经许可的业务。
该指导意见虽是银保监会指导银行保险机

因此，对于贸易的真实性的核查应当作为供应链金融合规管理

构规范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内部之文件，但对于所有从事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机构都有指导意义。针对供应链金融的合

的重中之重，需要建立有效的风控管理系统，对交易主体、过往

规性建设，
本文将分别从供应链金融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供应链金融的运营以及债权的实现三个部分进行探讨。

交易、履行凭证与实际履行情况核查是否吻合对应，以最大程度

LAW FIRM

（四）防范借供应链金融之名进行的套利、套税和违法套汇
行为出现
供应链金融中的 “三套” 是违法风险高发区。
某些号称从事

二、供应链金融运营中的合规建设

融资，因此，贸易真实性是供应链金融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基石。
供应链金融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迎来快速发展，近两年来供应链金融业务更是呈现爆发态势。2019 年 7 月 9 日，

（三）防范名为买卖，
实为借贷的违法行为出现

由于某些供应链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后，可能存在收益隐

俞晓夏

律师。擅长业务领域为民商事争议解决。

在代理出口贸易中，供应链服务企业与生产企业出于退税

担保、小贷、保理、P2P 等。
然而，供应链金融在进行创新、不断

供应链的资金流向风险有更为有效的把控。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联

为出现

便利和交易习惯等考虑普遍存在签订买卖合同，隐藏双方之间

入的理解，才能从宏观上考量资金使用主体的实际经营状况，对

席合伙人，擅长业务领域为供应链金融、

（二）出口贸易中，防范名为买卖，实为代理的违规退税行

主要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银行授信、保险、证券、基金、信托、

（二）核查供应链金融机构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张春艳

防范虚假交易。

供应链金融的企业，通过签订虚假合同、虚构交易背景、数据造
假、套取资金等各种欺诈手段，利用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和物流信
息骗取贷款、套取利差，或是通过虚假交易背景，躲避国内对外
汇的监管规定进行套汇，以及通过国际贸易中商品转境外后再
跨境进口、货票分离或谎报货物出口套取退税等手段谋取非法
收益。为防范供应链金融中发生“三套”行为，合规性审查首先也
应当着重核实对外贸易的真实性，包括审查贸易主体之间的历
史交易、关联关系以及上下游企业等方面，以确认其贸易活动是
正常的商业行为；其次，对于交易过程中与交易背景相关的材
料、交易合同中关于产品标准、交付时间和付款条件等关键条款
的设置合理性，以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的对应凭证均应予以关
注，防止出现假借供应链金融贸易之名进行“三套”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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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防范通过内保外贷向境外转移资金的行为出现
以虚假交易背景所进行的欺骗性交易是有关部门重点关
注的违规行为，银行在供应链金融中从事内保外贷业务时，应当
按规定对债务人主体资格、贷款资金用途、预计还款资金来源及
相关交易背景进行尽职审核和调查。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
司关于完善银行内保外贷外汇管理的通知》
（汇综发〔2017〕108

德 · 视点 － OPINIONS

务开展需要的最小范围内进行收集，并在使用过程中根据具体
情形进行匿名化处理。同时，平台应当建立相应的信息风控制
度，未经被收集者同意或没有法律、法规或有权的监管部门要求
的情形下，不向第三方提供、泄露或转让用户信息。
（八）防范企业内部人员道德风险的出现
1、提升企业内部人员的合规性意识

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要求，银行在办理内保外贷业务时应当
审核债务人主体资格的真实性并留存审核材料，且应当建立内
保外贷履约风险的评估制度。对于内保外贷项目中的境外投资
资金用途，通知也提出了规范性和限制性要求。
另外，为防止通
过实现反担保而造成资金违规出境，通知要求银行在对境内企
业提供的反担保时，对相关押品来源是否符合行业主管部门规
定、反担保资金来源是否合理合法、单一反担保人用于同类业务
反担保的总规模是否与其财务状况相匹配等进行切实审核。
（六）
防范融资企业自保自融行为的出现
供应链金融中的 “自保自融” 是针对供应链金融机构要求
融资方提供担保、质押及监管等要求作为获得资金前提的状况
下，融资方虚构或由自身关联方担任担保人或监管人，以套取供
应链金融机构资金的行为。通常自保自融是融资企业在从事供
应链融资过程中，其关联方或紧密关联人作为保证人，为融资企
业进行担保或对用于质押的货物进行监管，从而使担保行为在
实际上并不能实现为供应链金融机构减少融资方还款风险的目
的。
因此，在核查供应链金融的项目真实性时，对于提供资金、担
保和监管的主体与融资方的关系应当进行穿透审查，防止出现
利用关联关系进行自保自融的行为。

供应链金融中除了主体的信用风险、贸易真实性风险、业
务操作风险等常见风险外，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的内部控制风
险也需要加以防范。具体表现为对相关从业人员合规意识和知
识的提升、着重有针对性和计划性地培养合规的业务人才。
在企
业层面，则需要完善内部合规审核流程，并建立科学的合规风控
部门和体系。对于专业性较强的风控、监管、保险等业务，可以寻
求第三方服务，
以合理分散风险。
2、
防范企业内部人员道德风险的出现
供应链金融中常见的道德风险体现为企业或企业员工使
用伪造或私刻的印章签订项目合同、出具担保或债权转让通知

（二）对担保人主张债权的合规性事项

（三）对担保物实现债权的合规性事项

向担保人主张债权时应当注意的合规性风险与债权人类

担保物权具体包括抵押权、质权以及留置权。担保物权的

似，也应当注意通知方式、申请执行期限以及合法催收方式。此

实现顺序为：留置权 > 法定登记抵押权 > 质权 > 未登记的抵

外，对于担保债权，还应特别注意担保期间与主张担保债权的诉

押权。因此，出于便于实现担保物权的考虑，对动产上担保物权

讼时效。具体来说，我国《担保法》
中对于保证期间的规定为，一

应当考虑实现顺序，以便优先受偿。同时，对担保人提供的担保

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

物权应当对担保物的抵押登记审核，以免出现同一物品重复抵

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中约定了保证期间的，债权人

押或质押的情形而影响受偿进行。最后，在实现自身的担保物权

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另

时应按法定程序进行，避免擅自处理担保物而发生侵权或其他

外，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

违法行为。

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
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
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
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
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因此，实现担保债权应当在担保合同的诉讼时效及保证期间内

综述，供应链金融在我国虽然发展历史较短，且近年来随
着金融创新，短时间内涌现了大量新型业务模式，固有问题暴露
和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在供应链金融的各个
环节中应提高合规性建设的意识和水平，保证各个参与主体能
在合法框架内开展经营，从而真正建立稳定的、惠及各个参与主
体的健康金融体系。

向担保人主张保证责任，否则都可能导致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
责任的法律后果。

确认或出具虚假仓单等，造成债权人实际要求履行债权时无从
追索。对于此类风险，金融机构在审核融资主体或担保人所提交
的项目材料时应当对企业的权力机构对融资或担保事项予以通
过进行确认，签订项目合同时应当尽可能由各方法定代表人当
面签订并保留相应签署证据。授权代表签署合同的，应当出具完
备的授权材料，所盖公司印章痕迹应与企业的工商备案章一致。
对于融资企业本身，借款、融资、担保等需要董事会、股东会决议
的事项应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对于签章管理和合同审核、
签署流程制定完备的权限及管理制度，并在实际的企业管理中

（七）
防范客户数据和商业秘密的非法泄露

严格遵守。

供应链金融业务，尤其是供应链金融的平台产业链，对于
收集、储存和使用客户数据和隐私信息应当注意在合法框架下
进行。
由于供应链金融的资金方和服务提供方在进行评估时，往
往要求融资主体提供大量详尽的企业信息和经营状况资料，或
是对融资主体进行尽职调查。
这一过程中，融资主体将向资金方
和服务方披露财务数据、资信状况甚至部分商业秘密。
为防止因
泄密造成纠纷或违规情形，融资项目开始前各方应当签署相应
的保密协议，对于融资主体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中的保密内容、
保密期限以及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作出约定并予以遵守。
在供应链网络平台中，用户需要提供自身身份、账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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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权实现的合规性
（一）对债务人主张债权的合规性事项
对债务人主张债权的合规性事项包括主张债权的诉讼时
效、主张债权通知的方式、申请执行的期限以及合规的催收行为
等。在诉讼时效内主张债权是债权得到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企
业应当定期核查到期债务，并在诉讼时效内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对于主张债权的通知方式，有约定的应当严格依据双方的合同
约定；没有约定时，应当采取债务人能够收悉的方式或向其法

以及征信情况等信息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定地址履行通知义务，必要时应当及时提起诉讼或仲裁，以保证

第四十一条，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

主张债权的行为在法律上的有效性。最后，催收行为务必要在合

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

法的框架下进行，以正式函告、寄送律师函或提起仲裁或诉讼合

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
因此，平台在收集、存储和

法有效的手段进行催收，避免由于采用非法催收手段而承担违

使用用户信息时需要依法明确取得用户的同意，且仅在实际业

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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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与保险资金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之实务分享
PRACTICE ON ENTERPRISE ANNUITY & INSURANCE FUND INVESTMENT ASSEMBLED TRUST PLAN

一、项目介绍

2、
信托计划产品的要求

2019 年 2 月，某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某养老公司”）拟以企业年

保险资金仅可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险资金投资的集

金与保险资金投资某信托公司发起设立的某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 “信托计

合资金信托计划其基础资产限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非上市权

划”），本所律师对某养老公司的企业年金、保险资金投资该信托计划的全套相关

益类资产以及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投资方向应当符合国

交易文件进行审核，并就该次投资的合法、
合规性出具法律意见。

家宏观政策、
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
保险资金不得投资基础资产属于国家和监管部门明令禁止

二、项目焦点
企业年金与保险资金投资信托计划的核查要点是否一致；企业年金与保
险资金对信托计划的特别要求是否一致；信托计划本身应具备的条件。

的行业或产业的资金信托，融资主体须承诺资金不用于国家和

仅限于大型企业自身或者其控股子公司的企业年金计划投资，
并且投资事项应当由大型企业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
2、
保险机构的要求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
格有关事项的通告》
等相关规定，管理企业年金的保险机构应为
经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养老保险公司。
3、
企业年金基金可投资的信托产品应当符合的条件

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行业或产业；对于基础资产为非标准化债
权资产的集合资金信托，应进行外部信用评级，且信用等级不得
低于符合条件的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 AA 级或者相当于 AA
级的信用级别。

一是限于投资融资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为企业年金基金
设计、发行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二是投资合同应当包含明确
的 “受益权转让” 条款；三是企业年金投资信托计划信用等级不
低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 AA+ 级或者相当于 AA+ 级的信

三、相关法律规定解读
（一）信托公司可以发起设立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与集合资金信托的最大区别是信托计划的资金提供方

陈爽爽

不同。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方只有一个，该类信托计划经常被投资方用作通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联席合伙人，
金融投资并购部主任，集团金融业务中心秘
书长，擅长业务领域为投融资并购、保险、信
托及资本市场。

道，将资金专项投资于某一个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投资方则至少两个，所
投资的项目具有不确定性，既存在投资单一项目的情形，也存在投资多个项目的
情形。

3、
信托计划产品的增信措施
对于基础资产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集合资金信托，应当

用级别。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豁免外部信用评级：A、偿
债主体上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 90 亿元人民币，

确定有效的信用增级安排并符合下列要求：信用增级方式与融

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00 亿元人民币；B、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

资主体还款来源相互独立；信用增级采用以下方式或其组合：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担保人，担保人上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

设置保证担保的应当为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净资产不低于 90 亿元人民币，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200 亿元人

担保，担保人信用等级不低于被担保人信用等级，担保行为履行

民币。四是安排投资项目担保机制，但符合上述第三款 1 条规定

全部合法程序，且同一担保人全部对外担保金额占其净资产的

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豁免担保；五是发行信托产品的信

比例不超过 50%，由融资主体母公司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托公司应当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良好的市场信誉和稳定的投

同时，单一资金信托计划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又存在许多其他的不同，如：

的，担保人净资产不得低于融资主体净资产的 1.5 倍；设置抵押

资业绩，上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 30 亿元人民币。

所依据的相关规定不同，就集合资金信托而言，已出台专门规定予以明确，而单

或质押担保的，担保财产应当权属清晰，质押担保办理出质登

一资金信托则是参考信托法等相关规定执行；另一方面，保险资金仅可以投资

记，抵押担保办理抵押物登记，经评估的担保财产价值不低于待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但企业年金既可以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可以投资为企

偿还本息。

业年金基金设计、发行的单一资金信托计划等。
（二）保险资金投资的信托计划需要核查的要点
1、信托公司的要求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最新修订的《关于保险资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有关事项
的通知》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投资信托计划通知》”）要求，担任受托人的信托公
司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良好的市场信誉和稳定的投资业
绩，上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 30 亿元人民币；近一年公司及高级管理人
员未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未受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

4、
增信措施的特别要求
在信用增级安排方面，其中，保证担保的，应当为本息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且担保人信用等级不低于

除上述规定外，增信措施的内部程序应依法合规，担保主体
与融资主体必须分开，且各自的还款来源不可一样，且主体的信
用评级必须是经银保监会认可的评估机构作出才能获得认可。
（三）保险公司所管理的企业年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项
目需要重点核查和关心的信托计划要素
1、
信托产品的发行主体资格

被担保人信用等级；抵押或者质押担保的，担保财产应当权属
清晰，未被设定其他担保或者采取保全措施，经评估的担保财产
价值不低于待偿还本息，
且担保行为已经履行必要法律程序。
鉴于，现阶段监管较严，保险机构对偿债主体、担保方的实
际要求更高，较多的保险公司趋向于选择 AAA 评级的项目和主
体，
以防出现违约的风险。

根据《关于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
（以下简称

综上，保险资金与企业年金投资信托计划时对信托公司、保

《通知》）
的相关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可投资的信托产品的发行主

险机构及信托计划本身均有着不同的要求，从事该类业务时，需

鉴于全国共有 68 家信托公司，但多半受到过行政处罚，因此，根据上述通

体，限于以下三类：
（一）信托公司；（二）金融集团公司的控股

知的规定，保险资金可以合作的信托公司已经不多，且不少业务良好的信托公司

子公司具有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发行信托产品的该

也收到过行政处罚，保险机构选择合作方时较为被动。保险机构也一直在呼吁对

金融集团公司的其他控股子公司；
（三）发行信托产品的大型企

“重大行政处罚” 作出进一步的明确，要求对合作的信托公司进行松绑。幸运的

业或者其控股子公司（已经建立企业年金计划）。该类信托产品

谨慎核查相关要点，
做到符合监管要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

是，最近上述通知对未受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的期限修改为最近一年，保险机
构可合作的信托公司将进一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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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公证书的诞生与应用
THE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LOCKCHAIN NOTARIAL CERTIFICATE

三、前瞻区块链公证书的应用前景
每项新技术、新应用的出现均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大量
案例的积累以及不断地实践与再实践才能逐渐发展成熟。目前，
区块链公证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发展还不成熟，但是鉴于其具
有较高的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区块链公证书的前瞻展望则
很有意义。
（一）区块链公证书应用的法律基础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区块链概念。近两年区块链概念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异常火
爆 , 区块链应用对于人们来说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
一方面区块链可溯源性、不可篡改、分布式记账、隐私保护、智能

陆阳

合约等核心特征大家都有所了解；另一方面这些技术应用场景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金融科技部

真正能落地的少之又少。
因此，大多数人可能隐约觉得工作生活

主任、高级联席合伙人、北京市律协互联网

和区块链会紧密相关 , 但又无从真正接触了解区块链。4 月 19

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大学政

日，全国首张区块链公证书由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开出、使用，这

信研究院“PPP 智库”专家。
擅长金融领域

标志着区块链公证服务的里程碑 , 也是第一次让老百姓对区块

新型业态法律方案设计。

链“看得见、摸得着”。今天笔者就带您一起解读区块链公证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规定》) 已于 2018 年 9 月 3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本质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技术，集
合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密码学等。
区块链可以使每一个
人都能有效参与数据库的记录，有效弥补了传统互联网的缺陷。
但是区块链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区块链作为电子证据的合法性、
有效性与关联性如何认定？于是区块链公证书呼之欲出。
公证书是指公证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照事实和法律，按照
法定程序制作的具有特殊法律效力的司法证明书，是司法文书
的一种，其证明力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
区块链公证书顾名思义
为由公证处依当事人申请，按照法定程序作出的，对于运用区块
链技术存储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认定的公证书。

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公证领域具有诸多优势，如低成本、高效
率、稳定性等特点。公证机构提供法律服务以保障电子证据的真

易为一体，用户只需要按照操作步骤，与网站运营主体签署协
议、将自己制定的知识产权成果规则发布在网站等，即可实现知
识产权确权，同时，该平台还提供交易服务，实现知识产权成果
的流通，实现利益最大化。据了解，我国也在积极探索与部署类
似网站，有望在确权与维权等方面利用区块链进行公证。
可见，区块链公证书在知识产权方向的落地使用也非常有
希望。
（三）在遗嘱信托方面的应用
遗嘱的形式包括口头遗嘱、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

委员会第 1747 次会议通过，自 2018 年 9 月 7 日起施行。
《规定》
第十一条提到，当事人提交的电子数据，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

录音遗嘱。有效的遗嘱除应当具备实质要件外，还应当具备相应

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的技术手

的形式要件，如公证遗嘱需要立遗嘱人亲自到其户籍所在地的

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互联

公证机关申请办理，需要准备财产凭证、身份证、户口本等材料；

网法院应当确认。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对区块链技术

录音遗嘱中，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等要求。

电子存证进行法律确认。
早在 2018 年 6 月 28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首次确认区块链

遗嘱对形式的合法性要求非常高，当事人立遗嘱通常是为
了处置房屋、车辆等经济价值较高的财产，且遗嘱在立遗嘱人死

电子存证法律效力，这也被认为是我国司法领域首次确认区块

亡后才发生效力，一旦在遗嘱见证、公证过程中出现效力问题，

链存证的法律效力。

将可能为当事人带来较大的经济影响。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以区块链技术存储的证据在法律规定方面得到肯定，为
一、
何为区块链公证书？

链知识产权平台“IPChain”，该平台集合确权、维权、知识产权交

区块链公证书的出现与应用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应用

于 2015 年审理的一起遗嘱继承纠纷再审案件中，两位申请人均
主张公证机关在公证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立遗嘱人签字错误，
不是本人签字，因此不认同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审理过
程中市高院查明事实，并根据公证机关留存的相关法律文件，最

实性、其来源的合法性作出认定。据了解，其在认定证据关联性

2018 年 9 月 14 日，“知识产权原创保护区块链公证” 应用

后认定该公证遗嘱有效。
诚然，全国各地因遗嘱程序问题而引发

方面也有所建树。此外，公证处对证据的认定全过程应当履行保

在中国知识产权公证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应用由公证机

的纠纷不在少数，而区块链公证书如果出现将有望将这一风险

密义务，这也正好弥补了区块链保密性不足的缺陷。

构自主搭建，是国内首个将区块链技术与公证制度相结合的公

降到最低。

据相关媒体报道区块链公证书使用时，办证人可以通过扫

证法律服务创新应用。

区块链公证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拥有一定的法律基础、

描纸质公证书上的二维码核实公证书内容信息，这样可以有效

2017 年 6 月，由福建、北京、广州、南京、重庆、西安等地 16

行业基础以及广泛的群众基础。区块链公证书的诞生是经过长

预防纸制文档造假、纸制钢印造假等问题，大大提高了信息不对

家国内规模较大的公证机构作为首批发起人，发起建设了我国

时间的酝酿以及无数人努力的结果，是将技术与实践紧密相连

称下公证书的核验效率。

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公证专有云”，并共同委托法信公证云

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一个必然。
其将区块链价值与公证的价值

( 厦门 )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相关技术研发与区块链应用开发。

相结合，为司法领域提供了便利，降低了成本，实现了利益最大

总之，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公证领域，可以将区块链的价值
与公正的价值相结合，提高法制效率，节约了公证成本，同时提

区块链公证应用、公证专有云的出现为区块链在知识产权

高了公证的准确性与效率，为诉讼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带来

方面的应用带来了曙光。
目前，俄罗斯官方机构已经搭建了区块

了良好的体验和极大的便利。

化。在国内外区块链应用不断落地的洪流中，在司法机关及公证
机构不断努力的浪潮下，未来区块链公证书的广泛应用令人期
待。

二、
区块链公证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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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数字货币发展之风险与防范
BRIEF ANALYSIS ON RISK & ITS PREVENTION OF DIGITAL CURRENCY DEVELOPMENT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比特币不大可能成为货币，而是一种投机性

一、什么是数字货币

资产。在此聚焦私人部门稳定币（电子货币）
和央行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简称为 DIGICCY，是英文 “Digital Currency”（数
字货币）的缩写，是电子货币形式的替代货币。数字货币有时指

2018 年 3 月 9 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三届

现有货币体系下基于清算方式的改进而出现的现钞之外的 “记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对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概念做出诠
释：中 国 央 行 发 行 的 法 定 数 字 货 币 叫 做 数 字 货 币 电 子 支 付

账货币”；有时专指利用网络加密技术推出的、在网络上流通更

（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简单来讲，它

广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

是融合加密技术的数字化人民币，其本身性质就是货币，目的是
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数字货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比特币及
类似工具；私人部门发行的稳定币（与法定货币挂钩，比如
Facebook Libra 计划，也包括电子货币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逐渐取缔现金，与现有货币和支付方式共同发展。
数字货币的推
出与流通，需要建立在互联网新技术构建全新的货币体系上才
能完成，使这项任务充满复杂性与挑战性。

二、法定数字货币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吴乐芸

张志国

2014 年，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开始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2015 年，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对数字货币发行、业务框架及法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报告；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国际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
曾长期就职
于司法部门，并担任公职律师，拥有高级
执法资格、并购交易师资格，擅长处理各
类商事争议、
刑民交叉案件等。

贸易业务部律师助理。曾任职于政府法

2016 年 1 月 20 日，央行首次提出了对外公开发行数字货币的目标；

制部门，在商事行政争议、合同争议等领
域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及一定的实践经
验。

2016 年 6 月 15 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立区块链研究工作组；
2017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正式成立。截至 2019 年 9 月 25 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公布申请专利 74 项；
2018 年 3 月，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稳步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

国际清算银行于 2018 年下半年对各国央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中央银行正在对央行数字货币
进行研究，
许多正在从概念性工作进展到实验和概念证明，并与其他中央银行开展合作。
“数字货币”近期频频出现在官方表态中。
8 月 2 日，央行在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表示，将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步伐；8 月 10 日，人民银
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称，“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到支持在深圳开展
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9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在京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民银行从 2014 年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有数字货

2019 年 5 月，在贵阳举办的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发的 PBCTFP 贸易融资的区块链平台亮相，
其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贸易金融，并已落地。截至博览会举办时，在 PBCTFP 平台上已经搭建了 4 个区块链应用，有 26 家银行参与，实现
了 1.7 万笔业务，超过 40 亿元的业务额；
2019 年 8 月 2 日，央行在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上表示，将加快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步伐；
2019 年 8 月 10 日，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称，“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2019 年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到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
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

币研究所和专门的团队，
目前取得了积极进展。一系列表态，
勾勒出了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轮廓。
从全球各国家、地区及行业联盟对数字货币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数字货币将是全球趋势。我国在数字
货币的技术研究上已处于领先的位置，近来密集释放的信号也让整个行业对数字货币的到来充满期待。对
此，业界普遍认为，深圳最有可能成为数字货币落地的“沙箱”，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及大湾区产业的协同

2019 年 9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在京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
民银行从 2014 年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有数字货币研究所和专门的团队，目前取得了积极进展。一系列表态，勾勒出了我国法定数字货币
的轮廓。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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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国监管机构对私人数字货币的态度及立法现状

体纷纷出海，开展代币融资活动。与代币融资行为一起被全面禁
止的，还包括代币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交易活动。

我国政府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并
在行动上处于世界前列，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我国法定数字

2018 年 8 月 24 日，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

货币就会正式诞生。
而对于私人数字货币，我国则是重在防范监

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称不法分子打着“金

管，
态度严厉。

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
“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侵害公众合法权益。此类活动并非

2013 年 12 月 3 日，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
险的通知，明确指出比特币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并不是真正意

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炒作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
诈骗之实。

义的货币，属于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
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同时要求各金融
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

在数字货币立法方面，我国则相对滞后，几乎处于空白阶
段。几个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规范性文件也是针对数字货币发
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应急性规定，缺乏整体性、前瞻性的考

2017 年 9 月 4 日，央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
资风险的公告，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已完成代币发行融
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作出清退安排，合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妥善
处置风险。
自此，我国完全禁止了境内代币融资活动，各项目主

量，并且由于数字货币交易具有天然跨域性，即使禁止境内任何
主体提供与数字货币有关的业务，依然存在着部分数字货币交

目前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易所在境外设立场所设施，继续为我国境内投资者提供相应服

但其存在问题也已逐步凸显，集中体现在非法定数字货币领域，

之一，应积极推进，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务的情况，给境内投资者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非法定数字货币因其合法性问题将

借助市场力量，加快数字货币在法律体系、流通体系及技术架构

很难在世界范围进行大规模流通。二是非法定数字货币因其匿

体系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一是立法确定数字货币的概念、法律

名性的问题可能被利用于逃避监管，从事非法或违法犯罪活动

地位等基本内容，明确其作为货币的表现形式之一；二是制定

如逃避税收和资本管制、进行资产转移、洗钱犯罪、开展 ICO 融

数字货币专项法规，针对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监管以及法律

资骗局和庞氏骗局等，损害投资人利益并造成金融风险。三是对

责任等进行详实规定。此外，坚持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原则，确

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机及炒作行为严重威胁其价值储存功能。

保数字货币的货币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
数字货币如何影响金融结构及其面临的风险

四是非法定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安全性需进一步提高。近期，日
本、韩国等国家的交易平台被盗事件表明相关交易机构在网络

问题

含义

安全和保护投资人资产方面存在不足，此类事件恐影响金融市
场的稳定。五是部分非法定数字货币因其底层的数据结构和算

电子货币（支付宝、微信）

如何保证支付安全？

100%准备金

支付衍生信用创造？

普惠金融/新型银行；银行监管

大数据支持保险、理财等金融服务？

风险隔离；分业VS混同经营

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已确定为我国金融领域的重要战略目标

法造成支付结算时间长、工作效率低，无法满足日常经济活动的
需要。六是部分非法定数字货币产生过程不经济。部分非法定数
字货币产生依赖的挖矿过程会产生矿机、能源和算力的浪费。

（三）尽快将非法定数字货币纳入金融监管
我国应尽快建立对于非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体系，将非法
定数字货币纳入金融监管。在监管主体上，应明确监管部门及职
能；在监管客体上，应明确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数字货币创业公
司和投资者等。
目前我国为保障人民币法定地位，确保国内金融
稳定，防范金融违法活动，已经采取相应措施暂停了与非法定数
字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但非法定数字货币仍存在价值并且有

央行数字货币

新增支付手段有何价值？

相较电子货币没有特别优势

应该是储值工具（央行支付利息）吗？

货币政策新增工具
金融稳定双刃剑
财政政策；融资工具
货币投放渠道

五、推动数字货币健康发展的策略选择

来看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出台相关监管政策，对市场进行规范和
（一）推动区块链技术产业发展，
促进金融行业的应用
发展数字货币离不开区块链技术的支撑。区块链技术已经

如何提升国际支付效率？

VS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主动出击？）

资本账户管制；反洗钱

引导。
结语

被列入我国 “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其价值已被提升到国家
层面。相关部门在肯定区块链的价值的同时，应尽早推出区块链

电子货币VS稳定币

市场需求，市场上存在变相 ICO 项目或绕道监管的情况，从长远

技术的产业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区块链发展的方向和行业标准，
进一步促进区块链技术在金融行业的规范及合法的应用，助力
数字货币发展。

数字货币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伏着极大的风险，因此要调
节、平衡其风险和监管。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需要满
足最低技术标准，不断完善其机制设计、法律制度、税收制度，采
用更加先进和严谨的监管手段，填补市场风险漏洞，保护国家和
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 维稳金融体系，
防控金融风险。

（二）积极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的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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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私募投资基金如何在中国落地
HOW TO LAUNCH THE BUSINES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IN CHINA

近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协”）推出
的四项政策，从宏观上向国际市场传递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对外开放的信心和信号，从经营环境上为外资私募管理人铺
平了道路，将会进一步扩大外资私募的投资范围，投资标的，为

includes the Foreign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and the Foreign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通常情况下，外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包括外商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人和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

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产品。
With respect to the Foreign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opening up of China's capital
market, the foreign private managers are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and accelerating the layout in China. Until
姚约茜：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北京德和衡
（上海）
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美国纽约大学公司法硕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法硕士、法学学
士，拥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和美国纽约州律师执业资格，独立董事。
专注
于跨境并购、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资本市场、关注人工
智能法律、区块链及数据合规、生物医药健康、新能源汽车等新经济相关
法律事务。

now, including Fidelity(US), Neuberger Berman(US), UBS
(CH), Fullerton(SG)，Allianz(DE), 22 well-known foreign
institution have been registered as private fund manager

Fund Manager, the Foreign Investors (the “Foreign Investors” ) may, by its own discretion and for the business purpose, to set up a Foreign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either in the form of an EJV and a WFOE, and the practice
to set up in the form of an EJV will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with AMAC, 52 private fund products have been issued and
the asset scale to be managed is over 6 billion RMB, which
involving multiple types of products of stock, bond, quantitation and diversiﬁed assets.

对于外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而言，外国投资者（“外国投
资者”）可根据商业目及自行决定，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外商
独资企业的方式来设立外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相关实践操
作见下文。

Yao Yuexi, Senior Partner of Deheng Lawyers Group, Executive Director of Beijing Deheheng (Shanghai) Law Firm, Master
of Corporate Law of New York University,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achelor of Law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Qualiﬁed as a Chinese Lawyer and licensed to New York State BAR.
Independent director. Focus on cross-border M&A, FDI, PE, VC,
Capital Markets, and on AI, Blockchain, Data Compliance,
Healthcare, NEV and other new economic related legal matters.

姚约茜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外资私募也正抓
住机会加速布局。截至 2019 年 10 月，包括富达利泰（美国）
、路
博迈（美国）、瑞银资产（瑞士）、富敦投资（新加坡）、安联寰通资
产（德国）等 22 家知名外资机构在中基协备案成为私募基金管
理人，合计发行产品共 52 只，资产管理规模接近 60 亿元人民
币，产品涉及主动管理股票、债券、
量化、多元资产等多个类型。

Although foreign investors have two forms of enterprises to choose from,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the vast
majority will set up an EJV to engage in the relevant fund
manager business with partners in China. With that in
mind, we intend to introduce the practic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in an EJV as

With the acceleration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and
the new stage of the “trade war” betwee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issue to the
practice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including the Foreign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and the Foreign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for Private
Oﬀering)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will

follows in Part I. Part II below mainly focuses on various
issues in relation to the registration of a Foreign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including the Foreign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and the Foreign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with the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 “AMAC”)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ld lots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next decad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tendency, we intend to introduce the
main content and relevant legal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to
the Foreign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in this Article for
your reference.

虽然上文提到外国投资者有两种企业模式的选择，但是出
于商业目的考虑，绝大部分将通过在中国境内寻找合作伙伴的
方式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来从事相关基金管理人业务。因此，
我们拟在第一部分中集中论述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方式来设
立外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而第二部分主要关注的是在设立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和中美贸易战迈入新阶段，关于外商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包括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外
Recently, four policies are issued by the 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MAC” ), showing the conﬁdence and signal of the opening of China’ s fund industry to the international

而且在未来十年将迎来无数的商业机会。为了把握本次趋势，我

market. Such polici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ve paved the way for foreign private fund managers and

们将在本文中重点介绍外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的主要内容及相

further expand the investment scope and investment subject of the private investment fund product for the inves-

关法律分析以供参考。

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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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实践操作和相关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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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包括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
和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在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中国证
券基金业协会”）登记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Part I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EJV in China 中 外
合资经营企业设立及运营
1.Legal Framework 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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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视点 － O P I NIO NS

As we know, currently, the legal framework with
respect to the EJV or WFOE include: (i) the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Sino Foreign Equity joint

德 · 视点 － OPINIONS

《外资企业法》将会继续适用。
2.Investment Catalog and Negative List 外 商 投 资 产 业
指导目录和负面清单

Ventures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the “Joint
Venture Law” ); (ii) the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Sino-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实施条例 )(the “Joint Venture Regulations” ); (iii) the Wholly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 (the “WFOE Law” ); (iv)
the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 (the “Company Law” ). However,
pursuant to Article 42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法 )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 with the eﬀect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s by the EJV.

( 《
“ 2019 年负面清单》
” ) 进一步规定了中外合资企业外资准入

Shanghai, we were told that relevant regulations to the

方面的特别管理措施。

法》( 《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
“ 中外合资经营实施条例》
” )；(3)《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
“ 外资企业法》
” )；(4)《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 《
“ 公司法》
” ) 等。
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
资法》(“
《外商投资法》
”) 第 42 条的规定，自《外商投资法》施行
之日起，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中外合资经营实施条例》和

With the issuance of the FAQs Regarding the Registration and Record-ﬁling of Private Funds (X) ( 私募基金登
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 ) (the “FAQ10” ), there is right now
no restriction to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capital invested
in a Foreign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for Private Oﬀering.
随着《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问答十》”) 的
发布，目前外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中外国投资者的股权
比例没有限制。
Therefore, we understand that, the Foreign Investors
may choose to set up a Foreign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including the Foreign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and the Foreign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for Private Oﬀering) either in an EJV or a WFOE.

《外资企业法》
同时废止。
因此，我们理解，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

因此，我们理解，外国投资者可以选择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前的这个阶段属于过渡且不明确阶段。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等

或外商独资企业的方式设立外商私募基金管理人（包括外商私

相关机构咨询后，我们了解到《外商投资法》的具体细则规定将

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会在后续颁布，但具体的颁布时间尚不确定。
在
《外商投资法》生
效之前，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
《中外合资经营实施条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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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V, which means the parties’ equity of an EJV.

special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in respect of the access of

stage. As consulted with relevant MOFCOM branches in

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capital. The Section 17 of the Joint Venture Regulations

Negative List” ) further sets out in a centralized manner

言，《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 负面清单 )》(2019 年版 )

据我们所知，目前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外资独资企业

tal contribution REGISTERED with the registration of an

1

准 入 特 别 管 理 措 施 ( 负 面 清 单 ) (2019 年 版 )) (the “2019

行业，包括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四个部分。
具体而

Foreign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total amount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and the registered

mitta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s (Negative List) ( 外 商 投 资

before January 1, 2020 is an intermediate and uncertain

WFOE Law are still applicabl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ﬁnes the registered capital as the total amount of capi-

ly,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of China for Ad-

simultaneously. Therefore, we understand the period

the Joint Venture, the Joint Venture Regulations and the

ly, the joint venture contract of an EJV shall include the

encouraged, permitted, restricted or prohibited. Speciﬁcal-

目录》
”）列举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外商独资企业可以从事的

Before the eﬀective date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SCRIBED by the parties and the Section 18 2 thereof

a WFOE may engage into, which includes four parts like

ture Regulations and the WFOE Law shall be repealed

tions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is uncertain though.

joint venture contrac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General-

Investment Catalog” ) lists the industries in which an EJV or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
（“《2017 年指导

subsequently, the timeline for the issuance of such regula-

deﬁnes the total amount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SUB-

( 外 商 投 资 产 业 指 导 目 录 (2017 年 修 订 )) (the “2017

Foreign Investment Law, the Joint Venture, the Joint Ven-

Foreign Investment law will be promulgated and is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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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alog for Guid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Industry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JV, the

1.“The total amount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including loans) of a joint venture refers to the sum of basic construction funds and the liquidity funds for
production required to be invest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joint venture’s production scale as set out in the contract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joint venture.” Section 17, Joint Venture Regulations.《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 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含企业借款），
是指按照合营
企业合同、章程规定的生产规模需要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和生产流动资金的总和。
2.“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a joint venture refers to the total amount of capital contribution registered with the registration authorit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oint venture…” Section 18, Joint Venture Regulations.《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 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
是指为设立合营企
业在登记管理机构登记的资本总额，应为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

3.Capitalization 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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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合资协议是最重要的
一部分。
通常来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合资协议应当包括投资
总额和注册资本。
《合资企业条例》第 17 条定义了合营各方签署
的投资总额，而第 18 条定义了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即合营
各方的股权。

德 · 视点 － OPINIONS

如果外国投资者以外币出资，那么出资额应根据出资当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实时汇率转换成人民币以计算。
Nevertheless, with the eﬀect of the Foreign Investas required above may be cancelled, provided that, the
period before the regulations to the Foreign Investment

tion of an EJV’ s registered capital by the foreign party

Law will still be uncertain for the parties (including the

shall be no less than 25%.

Chinese party(ies) and/or the Foreign Party(ies)). In addi-

册资本中，
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Besides, capital contribution by the parties in an EJV
may take a variety of forms, such as cash, buildings, factory premises, machinery, equipment or other materials,
industrial property, proprietary technology, site use rights.
此外，各方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出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

专业意见。
4.EJV Establishment Procedures and Timeline 中 外 合

Step 2: EJV name pre-veriﬁcation with the competent
AIC.
第二步：工商局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资经营企业设立程序及时间线
It may take AIC about 3 – 4 working days to review
The procedures and timeline below app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JV:
申请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设立的程序及时间线如下 :

tion,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aw will also bring about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upon the date of the receipt
thereof and issue the Enterprise Name Pre-Veriﬁcation
Notice ( 企 业 名 称 预 先 核 准 通 知 ), pursuant to which the
pre-approved enterprise name of the EJV will be reserved

change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Step 1: Select the loc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structure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foreign-invested

EJV and obtain the approval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nterprises. In view of this, we suggest that foreign inves-

EJV by relevant Finance Department ( 金融办 ), Sub-district

工商局自收到申请文件后一般需要 3-4 个工作日审核申

tors or their Chinese partners should hire professional Chi-

Oﬃce( 街道办 ), Police Department( 公安部门 ) and AIC and

请文件，并发出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前述通过预先核准的企

nese practising lawyers to consult on the planning, imple-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ies.

业名将被保留 6 个月。

mentation, management and compliance of enterprises.
The lawyer shall provide professional advice on the

例如现金，建筑物，厂房，机械，设备或其他材料，工业产权，专有

arrangement of supporting documents such as EJV agree-

技术，
场地使用权。

ment,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nd so on.

If the capital contribution contributed by the foreign

经营企业之前事先进行沟通和咨询。

行咨询，由律师为中外合资协议、公司章程等配套文件安排提供

ment Law, we understand such restriction or requirements

The Joint Venture Law also requires that the propor-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要求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

中国执业律师，就企业设立筹划、实施、经营管理、合规等问题进

但是，随着《外商投资法》的生效，我们理解上述限制或要求

party is foreign currency, then such contribution shall be

可能会被取消，但是《外商投资法》相关规定生效前的这个过渡

converted into Renminbi (the “RMB” ) at the standard

期，对于合营各方（包括中方合营者或外国投资者）的限制和要

exchange rate published by the People’ s Bank of China on

求仍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此外，《外商投资法》的还将对外商投

the date the contribution is made.

资企业公司决策结构、经营管理制度等带来不可忽视的变化。有
鉴于此，我们建议外国投资者或其中国合作伙伴须聘请专业的

第一步：选定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地点，获得金融办、
街道办、公安部门、工商局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对企业设立的批
复。

for six months.

Step 3: Record-ﬁling procedures with the relevant
MOFCOM ( 商委 ).
第三步：商委备案流程

As consulted with relevant competent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the “AIC” ) in Shanghai before,
we were told that, due to the explosion of the default in
P2P industry in the past recent years, 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ﬃcult for investor(s) to set up an EJV in
Shanghai with the business scope involving the wordings
like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or “Asset Management” . And the approvals of relevant Finance Department,

The record-ﬁling application with relevant MOFCOM
may be ﬁled and submit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JV. It normally takes 7 workings
days or maybe longer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cord-ﬁling procedure and a record-ﬁling receipt ( 备 案 回 执 ) (the
“Record-ﬁling Receipt” ) will be obtained when ﬁnished.
The aforesaid timeline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practice
of relevant MOFCOM when ﬁling.

Sub-district Oﬃce, Police Department and AIC shall be
obtained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JV.
However, the timeline and procedures to obtain such
approvals are still uncertain right now and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practice and communication results with the
aforesaid authorities accordingly Therefore, we recommend communicating and consult in advance before the
start of establishment of a Foreign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in an EJV.
通过咨询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我们得知由于过去几年
P2P 项目违约潮爆发，导致近些年投资者在上海注册设立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时使用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作为经营范围的
难度越来越大。
而相关金融办、街道办、公安部门、工商局审批应
当在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之前获得。
然而，获得前类审批的时间线
和程序目前仍不确定，将视实际情况且与前述当局进行沟通后
而定。因此，我们建议在外国投资基金管理人开始设立中外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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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合资企业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向商务部提交备案申
请。一般需要 7 个工作日或更长时间完成备案程序并在备案完
成后获得备案回执。前述工作线应以提交备案申请时商务部的
实际工作情况为准。
Step 4: Registration with AIC and issuance of a business license.
第四步：工商局提交注册并获得营业执照
As consulted before, it normally takes Shanghai AIC 1
– 2 weeks to issue the business license if the Step 1 – 3
have been successfully completed.
根据我们先前咨询结果，在第一步至第三步成功完成后，一
般上海工商局需要 1-2 周时间颁发营业执照。
Step 5: Post-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with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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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设立后与当地不同政府部门的后续设立登记
After receiving the business license, the EJV must
register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mainly including the
followings:
获得营业执照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还须向以下政府部门
注册，
主要包括：
Carving the company chop( 公章 ), ﬁnance chop( 财务
章 ), legal representative chop( 法人章 ), invoice chop( 发票
章 ) and other chops of such EJV;
刻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和发票章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
其他章；

别开设独立的银行账户。
一般而言，一个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

tions, proﬁts, capital gains, income from asset disposal,

步 规 范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人 登 记 若 干 事 项 的 公 告 ) (the

在与公司注册地一致的银行开设银行账户。银行会监控账户的

royalt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awfully obtained

“Announcement” ), the FAQs Regarding the Registration

收支。

compensation or indemnity, income from liquidation and so

and Record-ﬁling of Private Funds (X) (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

on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in CNY or a foreign curren-

相关问题解答十 ) (the “FAQ10” ), the Private Fund Manager

cy. Therefore we may safely conclude that an EJV will ﬁnd

Registration Instructions (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人 登 记 须 知 ) (the

it more convenient to transfer outward its proﬁts in future

“Instructions” ) and the Illustrative Guidance for the Regis-

upon the eﬀectiveness of the new law.

tration and Record-ﬁling of Wholly Foreign Owned Enter-

6.Distribution of Proﬁt 利润分配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7 under the Circula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on Further Advancing the Reform of Foreign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and Improving Examination of Authenticity and Compliance
(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
性审核的通知 ) (the “Circular” ) and other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PRC, the proﬁts of an EJV may be
exchanged into foreign currency and remitted out of China

Obtaining the foreign exchange registration certiﬁcate
( 外 汇 登 记 证 ) and the approval of opening the registered
capital account( 资本金账户 );
获得外汇登记证及资本金账户开户许可；
Obtaining the approval for opening the RMB bank
account and opening the RMB account(s) of such EJV;
获得人民币账户开户许可并完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人民
币账户开立；
The timeline to complete the above post-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will be subject to the actual practice.
完成上述设立后的相关注册的时间线应以实际情况为准。
To our knowledge, Step 1 abo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JV with the business
scope involving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or “asset
management” so far. And it would be better to further
consult with releva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据我们所知，对于业务范围包含“投资管理”获“资产管理”
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而言，第一步是目前最重要的环节，最好向
相关主管部门进一步咨询。
5.Foreign Exchange 外汇
Existing regulations require an EJV to open separate
bank accounts for current account transactions and capital
account transactions. Generally, an EJV may open the

to the foreign shareholder of such EJV, with the satisfac-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
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通知”）的第七条以及中国其他现行
法律法规，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利润
可以转换成外汇从中国汇出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境外股东：

利润、资本收益、资产处置所得、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依法获得
汇入、汇出。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将来新法生效后，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利润汇出将会越发便利。

ager 外资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The registration of a Foreign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istration of a Foreign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

(unincluded);

ager as an example and introduce the general practice for

directors with respect to the proﬁt’s distribution;
董事会关于利润分配的决议的发布；
(3)the original of the tax record form;
税务备案表格原件；
(4)the audited ﬁnancial statements;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5)the losses of the previous years must be recovered
before the proﬁt’s remittance.
利润汇出前应先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21 of Foreign Investment Law, which will come into eﬀect

bursements of the accounts.

on Jan 1, 2020, a foreign investor may, in accordance with

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形式进行私募发行的外商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人或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应符合并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
”)、
《私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十》(“
《问答十 )”)、
《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须知》( 《
“ 指南》” ) 和《外商独资和合资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填报说明》
（《
“ 说明》
”）
的规定。

Fund Manager (the “PFM” ) and that of a Foreign Securi-

of the proﬁts to be remitted is over 50,000 U.S. dollars

(2)the issuance of the resolution of the board of

说明 ) (the “Guidance”).

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宜的公告》( 《
“ 公告》
” )、
Part II Registr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und Man-

“SFM” ) is generally similar, and we intend to take the reg-

元以上（不包含）利润汇出业务；

Manager ( 外商独资和合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填报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 私募投资基金法》
” )、
《关于

responsible for the remittance of the proﬁts, if the amount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设立账户的银行负责超过 50,000 美

prise and Joint Venture Privat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的补偿或者赔偿、清算所得等，可以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自由

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for Private Oﬀering (the

registered. The bank supervises the receipts and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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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投资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出资、

(1)the bank where the EJV’ s account(s) are opened is

Moreo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pursuant to Artiv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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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即将在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外

tion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ccounts at a bank in the same location where such EJV is

现有规定要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常账目和资本性账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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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eference.
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登记与外商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人的登记相类似，因此我们拟以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为例进行论述，以供参考。
1.Legal Framework of PFM and SFM 外商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人及外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法律框架
The registration of Foreign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or the Foreign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for Private Oﬀering in the form of an EJV shall be
subject to and comply with the Law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on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 (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the “Securities Investment Funds
Law” ), the Interim Measures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Private Investment Funds ( 私 募 投 资 基 金 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 ) (the “Private Investment Funds Law” ), the
Announcement on Matters concerning Further Regulating

2.Requirement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and SFM
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要求
An EJV may apply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RC i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satisﬁed:
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申请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登记成为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外商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人：
(1)The PFM shall be a company established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RC. We understand that the form of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is currently used to set up a
private equity fund in the PRC. However, only the form of
a company, rather than the form of a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 is permitted when applying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设立的公司。据我们所知，中国目前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
私募股权基金。
然而，在申请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时，只允许公司的形式，而不是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

Registration of Privately Oﬀered Fund Managers ( 关于进一

the law, freely transfer inward and outward its contri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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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r the purpose of registration of the SF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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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shareholders must be the ﬁnancial institutions

Liechtenstein, Mongolia, Russia, Dubai, Iceland, Austria,

approved or licensed by the ﬁnancial regulators or the

Spain, Taiwan, Malta, Kuwait, Pakistan, Israel, Qatar, Laos,

countries or regions where they are located, and the secu-

Sweden, Cyprus, Ukraine, Lithuania, Daisy, Belarus, Brunei,

rities regulators of the countries or regions where the

Jersey, Isle of Man, Poland, Kazakhstan, Azerbaijan, Abu

overseas shareholders are located have signed a memo-

Dhabi. Therefore, the foreign shareholder of such EJV

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regulatory securities coopera-

shall be a ﬁnancial institution located in any of the coun-

tion with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 中

tries or regions above.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the “CSRC”).
为登记成为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境外股东必须是经

录，包括香港，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日本，马来西亚，巴
西，法国，德国，意大利，埃及，韩国，罗马尼亚，南非，荷兰，比利

许可的金融机构，且该境外股东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管机

时，加拿大，瑞士，印度尼西亚，新西兰 ，葡萄牙，尼日利亚，越

构已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签署了证券监

南，印度，阿根廷，约旦，挪威，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

管合作谅解备忘录。

列支敦士登，蒙古，俄罗斯，迪拜，冰岛，奥地利，西班牙，台湾，马

satisﬁed, (i) the foreign shareholder must be a ﬁnancial
institution; (ii) the country or region where the foreign
shareholder is located must be the counterparty to the
memorandum with the CSRC.
鉴于以上，有两个条件应当被满足，(i) 境外股东应当是一
家金融机构；(ii) 境外股东金融机构的所在国或者地区应当是
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备忘录的一方。
Right now, there are over 58 countries or regions that
have signed the memorandums with the CSRC, which
include: Hong Kong, the United States, Singapore, Australia,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Malaysia, Brazil, France,
German, Italy, Egypt, South Korea, Romania, South Africa,

理业务要求
In addition, for the purpose to carry out the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shall be
also complied:
此外，为了进一步开展基金管理业务，还应该注意和遵守下
列规定：
(1)The use of capital and RMB funds obtained from

目前，有 58 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与中国证监会签署了备忘

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或其所在国家或地区批准或

In light of above, there are two conditions shall be

3.Requirements for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基金管

Jordan, Norway, Turkey, United Arab Emirates, Thailand,

foreign exchange settlement shall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ate.
使用外汇结算所得的资金以及人民币资金时，应符合国家
外汇管理局的相关规定。

耳他，科威特，巴基斯坦，以色列，卡塔尔，老挝 ，瑞典，塞浦路
斯，乌克兰，立陶宛，雏菊，白俄罗斯，文莱，泽西岛，马恩岛，波
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阿布扎比。
因此，境外股东。

exchange settlement, to carry out the fund management
business.
鉴于上述情况，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开展基金管理业务时，
应申请登记为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或外商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人，并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而不是使用资本金账户项下外
汇资金或人民币资金。
(2)Upon the registration of SFM, the EJV shall make
investments decisions independently and shall not issue
trading orders through overseas institutions or overseas
system, except as otherwise prescribed by the CSRC of

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on Reforming and Regulating

locate its system terminal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RC.

Policies on the Control over Foreign Exchange Settlement

Specially, (i) all trading paths shall be transparent and

of Capital Accounts (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本项

traceable; (ii) all trading data shall be complete and avail-

not been severely punished by the regulators and judicial

目结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 ( 汇发 [2016]16 号文 ) issued by the

able for inspection; (iii) all trading procedures shall be clear

institutions in the latest three years. The SFM to be

SAFE has listed out a series of regulations with respect to

and controllable; and (iv) all trading records are to be kept

established and its foreign shareholder shall strictly comply

the use of the foreign receipts under the capital accounts

in entirety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subject to them for the latest

and the RMB funds of an EJV as follows:

(3)

The SFM and its overseas shareholders have

three years before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SFM.

如申请登记外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中外合资经营

而且，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本项目结汇管理

企业应当独立做出投资决定，除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规

近三年来，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及其海外股东没有受

政策的通知》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本账户外汇

定外，不得通过境外机构或境外系统发布交易指定。
该指南进一

到监管机构和司法机构的严厉处罚。拟设立的外商证券投资基

清算政策的通知》
（汇发 [2016]16 号文）规定了一系列关于中外

步阐明，外商私募征管投资基金管理人应将其系统终端设立在

金管理人及其外国股东在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前的最

合资经营企业资本账户项下境外收入以及人民币资金的使用规

中国境内。具体而说，(i) 所有交易路径应透明且可追溯；(ii) 所

近三年内，应严格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

定：

有交易数据应完整且可供检查；(iii) 所有交易程序应清晰可控；
shall no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e used for expenditure

New Zealand, Portugal, Nigeria, Vietnam, India, Argentina,

beyond the EJV’ s business scope or expenditure prohibited

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业务范围之外或中
国法律法规禁止的支出；
shall no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e used for investments
in securities or other investments than banks’ principal-secured products;
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或其他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以
外的投资；
shall not be used for the granted of loans to non-afﬁliated enterprises;
不得用于向非关联企业发放贷款；
shall not be u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r purchase of
real estate for purposes other than self-use;
不得用于自用目以外的建设或购买房地产

LAW FIRM

account and the RMB funds obtained from foreign

the PRC. The Guidance further clariﬁes that the SFM shall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Canada, Switzerland,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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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s, rather than the foreign exchange in the capital

And Section 4 of the Circula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

by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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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ght of above, the EJV shall apply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and use the fund to be raised from the

及 (iv) 整个交易过程中所有交易记录应完整保存。
(3)Unlike a domestically-invested private fund manager, the SFM shall comply with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laws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such as those regarding
the KYC (Know Your Clients, the “KYC” ),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the Anti-corruption Regulations, risk control of
investment and trading, disclosure of interests, etc.
与国内投资的基金管理人不同，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人应遵守国内外法律法规的要求，例如关于了解你的客户，反
洗钱，反腐败规定，投资和交易的风险控制，
利益披露等。
4.Procedure and Timelines of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的流程和时间线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will be ﬁled with the
AMAC through the platform named as “Asset Management
Business Electronic Registration System( 资产管理业务综合
报 送 平 台 ) (the “AMBERS” )” with the oﬃcial website of
“https://ambers.amac.org.c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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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将在 “https://ambers.amac.org.cn” 的官方网站上通过名
为“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向中基协备案。
Generally, the time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is about three (3) months (the “Registration Period” ) from
the date when the AMAC has received all of the docu-

德 · 视点 － OPINIONS

when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is ﬁnished, otherwise,

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法律意见书。
Step 4: reply and answer to the feedbacks from the
AMAC in several times and communicate with relevant
oﬃcer(s) in charge if needed;

subject to the documents’ preparation and the registration

第四步：多次回复并回答中基协的反馈，必要时与相关负

To

AMAC’ s feedback is 1-3 times if most of the documents
一般而言，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外商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人的登记时间约为中基协收到所有文件之日起三 (3)

submitted are in good order and most of the AMAC’ s
requirements have been satisﬁed at the ﬁrst place.

个月 (“登记周期”)。
但是，为了明确前述内容，上述登记期仅为
理论上的时间，
具体时间将取决于文件的准备和登记实践。

中基协可以在提交法律意见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提供反
馈。根据我们以往的成功经验，如果提交的大多数文件整理有

The procedures below apply to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and the private fund product:
以下程序适用于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外商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基金产品的登记或备案：
Step 1: prepare the document checklist and the document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as required;
第一步：按照要求准备用于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
和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文件清单和文件；
Step 2: the issuance and the submit of legal opinion
with respect to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第二步：提交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法律意
见书；

mation and upload the relevant documents;
第三步：登录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
上传相关文件；
Information includes: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EJV;
(2) business rules; (3) ﬁnancial license and aﬃliates of the
EJV; (4) credit information; (5) ﬁnancial information; (6)
foreign shareholder information; (7) de facto controller
information; (8) senior executive information; and (9) a
legal opinion on the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信息包括：(1)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基本信息；(2) 业务规则；
(3)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财务许可证和关联公司；(4) 信用信息；
(5) 财务信息；(6) 外国股东信息；(7) 实际控制人信息；(8) 高
级管理人员信息；(9) 关于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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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型和风险控制系统，
以防止内幕交易和利益冲突。
All of the senior management personnel, including the

序，并且中基协的大部分要求在一开始就得到满足，那么中基协
的反馈次数通常是 1-3 次。
The number to reply and correct the AMAC’ s feedbacks shall not exceed ﬁve (5) times, otherwise, the procedure of registration of PFM or SFM will be locked and
suspended for a period of three (3) months and the PFM
or SFM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shall re-start upon the
expiry of such three (3) months.

人或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完成之日起六 (6) 个月内申
请并完成备案，否则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或外商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将被取消。私募基金产品的备案时间约为

sentative so authorized) the general manager, th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investment manager and compliance /
risk control person, shall have the fund management qualiﬁcation;

募集基金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产品注册期”)。
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人
（或经授
In addition, there are a few more points as below that
need to have your attention when applying for the registra-

权的代表）、总经理、
副总经理、投资经理和合规 / 风险控制人员，
均应具备基金管理资格。

tion of PFM or SFM by an EJV:
This Article is only referred to the practice of the For此外，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方式申请登记外商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人或外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时，还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
The EJV shall have established a se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mechanism, which includes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nvestment and research system,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vestment trading system

eign Investment Fund Manager in PRC, and in no event
shall be deem as any legal opinion or advice to any aspects
or matters. We are so glad to share any latest information
thereof with you in the coming future.
本文章仅限于就外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的实践操作问题进
行论述，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构成在任何方面的法律意见或建议。
我们非常高兴在将来与您进一步讨论和分享最新消息。

and quantitative models and risk control system to prevent

回复和更正中基协反馈的次数不得超过 5 次，否则，外商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或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登记程序
将被锁定并暂停 3 个月，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或外商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将在这 3 个月到期后重新启动。
Step 5: ﬁnish and obtain the electronic certiﬁcate of

Step 3: log in the AMBERS to enter the relevant in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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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to be raised has ﬁnished.
第六步：私募基金产品应当自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AMAC may provide feedbacks within 20 working days
our prior successful experience, generally, the number of

practices.

securities fund product is about twenty (20) working days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应建立一套风险管理和内部管理机制，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研究系统、信息披露系统、投资交易系统、量

legal representative, the executive partner (or the repre-

责人沟通；

from the date when the legal opinion was submitted.

de-registered. The time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private

insider dealing and conﬂict of interest, etc.

(the “Product Registration Period”) from the date when the

ments in good order. However, for the sake of clarity, the
aforesaid Registration Period is theoretical only and will be

the PFM’ s qualiﬁcation or the SFM’ s qualiﬁcation will be

LAW FIRM

PFM or SFM of such EJV from the oﬃcial website;
第五步：完成并从官方网站获取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外
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或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电
子证书
AMAC will complete the PFM or SFM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through the publicity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PFM or SFM on the oﬃcial website of the AMAC
(http://www.amac.org.cn).
中 基 协 将 通 过 在 中 基 协 官 方 网 站
(http://www.amac.org.cn).) 上公布外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人或外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基本信息来完成登记程序。
Step 6: apply and ﬁnish the registration of the private
securities fund product within six (6) months upon the date

本文作者：
姚约茜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 高级合伙人
刘家成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沈鹏鹏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吕松乘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BEIJING

LAW FIRM

060

德 · 视点 － O P I NIO NS

德 · 视点 － OPINIONS

之后 , 英国、德国成为欧洲最主要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老牌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中国金融衍生品走出系列：

欧洲的衍生品市场历史悠久，但金融衍生品真正发展起来

近年来，欧盟衍生品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

欧盟金融衍生品法律制度及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是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1982 年 9 月 , 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

度十分迅速，超过了证券现货市场，成为欧洲资本市场最具活力

所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Exchange）,1992

的增长点。欧洲证券市场监管局（ESMA）2018 年 10 月 18 日发

CHINA'S FINANCIAL DERIVATIVES GOING GLOBAL SERIES: EU FINANCIAL DERIVATIVES LEGAL
SYSTEM &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GLOBAL

年与伦敦期权市场合并后改名为伦敦国际金融期货期权交易所

布了首个欧盟衍生品市场年度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截止 2017 年

（Lond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utures and Options

底，欧盟衍生品市场公开交易 7400 万笔交易，名义总价值达到

Exchange，LIFFE）正式开业 , 最初上市的是 3 月期欧洲美元存

660 万亿欧元。
其中，利率衍生品占比最高，
达到 69%；货币
（外

款利率期货、英镑对美元外汇期货及长期金边国债期货等品种。

汇）衍生品次之，占比达 12%。

交易所的组织采取会员制形式 , 市场参加者中个人投资者较少 ,
交易的目的也主要是套期保值。

不过，2017 年以来英国脱欧事件动摇了欧盟统一的金融市
场，也影响了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吸引力，脱欧导致的不确定性

随后，欧洲开始了金融自由化改革，推动欧洲各国衍生品交
易所成立，到九十年代的时候，欧洲的主要国家已经纷纷成立了
各自的衍生品交易所，交易所衍生品标的以本国金融产品为主。
随后，欧盟正式成立，为了适应欧元区经济体、泛欧金融市
场的形成，欧盟各国自身交易纷纷合并 , 衍生品交易所之间、证
券与衍生品交易所之间合并 , 成立交易所集团。
德国、瑞士的期
货期权交易所合并成为欧洲期货交易所（Eurex），法、比、荷、葡
等国的证券与期货交易所合并后组建了泛欧交易所
（Euronext）
。

让一些金融机构撤出伦敦，也给欧洲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带来了
一定冲击。
欧盟主要金融衍生品法案及指令
2004 年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I》
（MiFID I）对增强欧洲金
融市场的竞争力，加速市场整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次贷危机也
暴露出该指令不尽如意之处，比如对某些金融产品的交易平台
和交易活动缺乏规范，对部分金融业务存在监管真空，投资者保
护措施有待进一步加强等。为此，2014 年 6 月 12 日，欧盟公布
了《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II》
（MiFID II），大幅修订了 MiFIDI，并与

21 世纪之后，随着电子交易的普及和全球化趋势的增强，

2014 年 5 月 15 日颁布的《金融工具市场规定》
（MiFIR）共同形

这种整合并购变得更加激烈，2000 年 Euronext 成立后 , 频繁

成一个新的法律规则框架。新的框架对场外和场内交易的衍生

经历了多次股权变更。又在 2002 年合并伦敦国际金融期权期

品交易及其前后行为进行规范。

货交易所和葡萄牙交易所。2012 年 ,ICE 又通过并购获得了
NYSEEuronext, 并将其 LIFFE、Euronext 进行分拆。大规模并购

黄梦奇

文 露
发布或生效日期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北京德和衡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跨国

（上海）律师事务所联席执行主任，擅长

投资业务部律师，复旦大学法律硕士，具

业务领域为金融衍生品、能源金融、医药
健康、投融资、区块链全产业链法律服务

文件名称

2004 年

《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I》
（MiFID I）

有中国证券业从业资格、中国基金业从

2009 年 9 月

《欧盟金融业资本要求指令 II》

业资格。

2010 年 9 月

《欧洲议会及欧洲理事会关于场外衍生品、CCP 及交易报告库的监管草案》

2010 年 11 月

《另类投资基金经济指令（AIFMD）》

2010 年 12 月

《欧盟金融业资本要求指令 III》

2011 年 7 月

《欧盟金融业资本要求指令 IV》

2011 年 10 月

《欧洲议会及欧洲理事会关于内部交易及市场操作的条例草案》

2011 年 10 月

《金融工具指令建议立法修改》
（MiFID）

2012 年 3 月

《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
（EMIR）

2014 年 5 月

《金融工具市场规定》
（MiFIR）

2014 年 6 月

《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II》
（MiFID II）

及金融刑事辩护。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政府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进行融资和设计相应的衍生产品，外资参与中国衍
生品市场随之不断增加，同时，中国政府也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到境外设立分支机构，金融衍生品领域采取的“引
进来”与“走出去”双管齐下措施，为中国在争夺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权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充满时代机遇
的背景下，笔者团队发现，国内金融衍生品机构走出去方面，仍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下文，笔者团队将根
据近期经办的项目，
与大家一起分享，
国内金融衍生品机构在欧盟开拓市场时，
应当注意哪些法律风险。
欧盟对于金融衍生品监管制度的集中改革主要源于 2008 年金融危机给其带来的巨大创伤。在金融危机爆
发前，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虽然市场很活跃，但监管似乎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因此，金融危机
促使了国际社会对于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深刻反思，尤其是欧盟，自 2009 年起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法案或
指令。
这些法案或指令至今对欧盟甚至是全球金融衍生品监管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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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监管主体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盟的金融监管也迎来了一次大规
模改革。
不仅新设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
（ESRB）
, 同时原银行、保
险、证券三大监管委员会业也改革成为了新的欧洲银行业管理
局
（EBA)、欧洲保险和养老管理局
（EIOPA）
和欧洲证券市场监管
局（ESMA）
。四大监管机构共同组成了欧盟金融监督管理体系。
而期货与衍生品市场监管由 ESMA 负责。
2011 年 1 月 1 日，三大监管局正式成立，加上欧洲系统风险
委员会，
标志欧盟“一会三局”新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
ESMA 主要负责监管欧盟成员国证券监管机构执行欧盟证

德 · 视点 － OPINIONS

首先，MiFID II 在金融工具的范围中新纳入商品衍生品及其

服务不可以具有歧视性。
如无合适理由，交易平台及中央对手清

他类型的金融产品，因这些产品的构成及交易方式类似于传统

算机构之间也必须进行连接，以方便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和清

的金融工具，因而也应接受类似的监管；其次，MiFIDII 缩小了通

算。

过有组织交易设施（OTF）交易并进行实物交割商品衍生品的豁

括了从事商品或商品衍生品交易的自营商，而 MiFIDI 则豁免了
对自营商的监管。

MiFID II 将多边交易平台分为受监管市场（RM）、多边交易

准和立法草案等。
但实际上，对各成员国金融机构和市场交易的

设施（MTF）或 OTF 三类。其中，OTF 是新添的类型，目的是将不

日常监管权利仍然掌握在各国证券监管机构手中，但 ESMA 有

受 MiFID I 监管的经纪商交叉系统（BCN）和非权益类金融工具

权对各国监管机构执行欧盟法律法规的情况发布指令或提出警

的交易纳入到受监管的平台范围中。

的金融活动和产品”。

根据 MiFID II，RM 指由市场操作者管理的多边系统，可以
非歧视性地集合或帮助集合第三方对许可金融工具的买卖意向

以对欧盟的期货以及衍生品市场监管为例，ESMA 拥有制

并最终形成合约，该市场的运作须得到法律许可；通常证券交

定规章的权力，有权登记交易资料。
金融机构参与者被要求向交

易所就属于 RM 的范围。MTF 指由投资公司或者市场操作者管

易数据库进行报告，报告应该包括合同参与方、合同标的类型、

理的其他多边系统，该系统可以非歧视性地集合第三方对金融

到期时间以及名义价值等内容。
对于非金融机构参与者来说，则

工具的买卖意向并最终形成合约；典型的 MTF 包括投资银行

主要针对场外合约进行相关内容的报告。这类报告必须在执行、

运作的电子交易系统。而新增的 OTF 指不属于 RM、MTF 的多

修改或者结清的一个工作日内完成。

边系统，但第三方可以通过其交易债券、结构性金融产品、排放

《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MiFID II）
《金融工具市场指令》可以说是欧盟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核心
文件。
2014 年 6 月 12 日，欧盟官方公报公布《金融工具市场指
令》
，废除原 2004/39/EC 法规
（MiFID II）
，新指令明确了金融
工具
（MiFIR）
市场的相关规则。
该指令从 2017 年 1 月起生效，成
员国在两年时间完成对新指令的转换。新规则框架的目标是使
金融市场更加高效，灵活和透明的。
新规则引入的市场结构能够
杜塞现有漏洞并确保相应的交易发生在受监管的平台内。新规
引入了对高频交易的规则，改善了透明度和对金融市场的监督。
包括对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督，并着力解决在商品衍生品市场价
格过度波动的问题。这新框架将改善金融工具交易和清算的竞
争条件。通过引入对交易机构和交易行为提出要求或通过加强
管理机构的作用等方法，修订后的新规在原来规则的基础上更
好地保护了投资者。新的规则框架也增加了监管机构的监管权
力和作用，并有权禁止或限制在特定情况下某些产品的销售和
分销。同时新规对第三国企业进入欧盟专业市场制定了以欧委

权或衍生品等非权益类金融工具的设施，OTF 系统操作者可以
根据公开后的规则决定执行交易的类型；典型的 OTF 包括经
纪商交叉系统（BCN）。为克服因 MiFID I 对 RM 和 MTF 的不同
规定而使得这些交易平台无法处于同一市场竞争水平的问题，
MiFID II 力求对 RM、MTF 和 OTF 实施类似的监管。

进行进一步分析与解读。
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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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MA 后，必须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7 月之间就立法的

I 的一次打修订和一项新的规定，那么 MiFIR 则可以说改变了商

各个方面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提交报告。

品衍生品交易的规则。
MiFIR 主要目标：全面修订关于金融工具市场的立法，以
确保：市场更加透明；运作效率更高；更有利于投资者保护。

常成熟的英美国家，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以欧盟市场为

和 基 准 交 易（benchmark）；明 确 欧 洲 证 券 和 市 场 管 理 局

例，首先，欧盟市场拥有更为系统性的金融衍生品法律体系，中

(ESMA) 和欧洲银行管理局 (EBA) 的权力与职责；特别针对非

国没有 “期货交易法”，因此对于长期从事国内金融衍生品交易

欧盟企业的投资服务和活动。

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一步就是全面熟悉欧盟体系复杂的金融

更广泛的适用对象：投资公司和银行等信贷机构；保险、
担保和再保险公司或另类投资基金 ( 称为“金融对手方”)；获得
欧盟委员会必要授权的非欧盟企业。
透明度规则：目的是确保交易在有组织和适当监管的交易
场所进行；要求市场经营者和投资公司在交易前和交易后 ( 后
者在技术上尽可能接近实时 ) 公布买入价和卖出价以及涉及的
交易量等信息；允许对上述要求的有限豁免；信息说明可在合
理的商业基础上以非歧视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并在发布后 15 分
钟内免费提供；对在没有交易所监管的情况下进行场外交易
(OTC) 的系统化内部撮合商和投资公司提出具体要求。
交易规则要求：

式。
MiFID II 对 SI 资格提出了较 MiFIDI 更为细致的量化标准，并

整和准确的细节，并不迟于下一个工作日结束。

且要求 OTF 和 SI 之间不能相互连接，以便更有效监管经纪商。

备合适的头寸管理制度，有权监测和获得关于商品衍生品头寸
的信息，并至少每天一次报告给监管机构。
规定交易平台和清算机构必须提供相关服务

论是国内的发展还是对外开放程度仍然比较低。
因此，在中国企

易情况；在有组织的场所进行衍生品交易；无歧视地进行清算

关数据保存 5 年；尽快向相关国家主管部门报告所有交易的完

述的持仓头寸。
同时，所有提供商品衍生品交易的场所都必须具

不同于其他行业领域的发展程度，中国金融衍生品领域无
业走出去进入他国衍生品市场，特别是对于金融衍生品体系非

存在的合理性，也将成为更多非权益类金融工具的场外交易方

合约设定头寸限制，ESMA 有权要求市场参与者减少或清除前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

覆盖内容包括：向公众披露交易数据；向有关当局报告交

投资公司：将为自己或为客户进行的订单和交易的所有相

会对第三国司法管辖区进行等效评估为基础的统一的审批制
度。我们将继续推出文章对第三国进入欧盟衍生品市场的规定

金融衍生品监管的第二大重要文件。如果说 Miﬁd II 是对 MiFID

通过该双边系统撮合自己与客户以及客户间的买卖指令，有其

MiFID II 要求欧盟成员国当局对市场参与者的商品衍生品

者或金融系统构成威胁的金融工具的使用。
委 员 会：a. 通 过 20 多 项 执 行 或 授 权 立 法；b. 在 咨 询

经纪商内部撮合系统（SI）不属于多边系统，但经纪商可以

对商品衍生品提出了头寸管理和数据报告要求

ESMA、EBA 和国家当局密切合作，有权暂时禁止或限制对投资

600/2014 号条例）是目前仅次于《金融工具市场指令》对于欧盟

扩展受监管的交易平台类型

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拟定欧盟统监管规章指引、技术标

告，并可在“紧急情况下禁止或限制可能威胁欧盟金融体系稳定

《金融工具市场规定》
（MiFIR）
《金融工具市场规定》（关于金融工具市场的（欧盟）第

相比 MiFID I，MiFID II 下金融工具的范围扩大到排放权衍

ESMA 职责：a. 起草某些技术标准，特别是针对衍生品和
中央对手方；b. 监控在欧盟营销、分销或销售的金融工具。c.

免范围，以防止出现监管漏洞。

生品以及通过 OTF 进行交易的衍生品；被监管的主体则还包

监管与合作：

交易场所：保留通过其系统发布的所有金融工具的数据 5
年。

衍生品法律，除了上述提及的整体监管法律文件，欧盟在交易细
节规范上也存在大量细则文件，如 2009 年 7 月 3 日欧盟发布
的《咨询性文件：加强 OTC 衍生品市场抗风险能力的可能性措
施》、2010 年 9 月 15 日发布的《使欧洲衍生品市场更加安全和
透明》，这些文件从多角度对金融衍生品规范提出了不同要求。
其次，对于涉及交易对手为欧盟银行金融机构及其他非金融机
构（包括投资公司）的，在交易谈判过程要格外警觉，特别是注意
一些与中国法律规定出入非常大的衍生品相关法律规定，比如
欧盟《银行与风险处置指令》
（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 , BRRD)，这部法律很大程度限制了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甚至可以说给了濒临破产债务人任意减损甚至取消债权的
权利，这样的制度与中国的《破产法》
出入比较大。
BRRD 虽然为
全球金融衍生品监管提供了非常多新思路，但其在非欧盟国家
的认可度很有限，因为这涉及到第三国利益问题。
因此，中国企
业在参与欧盟衍生品市场上要尤其小心此类涉及到跨境司法认
可与执行的问题，交易安排基于双方意思自治，但一旦涉及到不
同国别的法律制度，其可能面临第三国的特别管辖或者对协议
内容的直接认定无效。最后，不得不提醒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和

衍生品交易必须：
发生在：a. 监管市场。b. 多边交易设施。c. 有组织的交易
设施。d. 欧盟委员会授权的非欧盟交易设施；e. 由中央对手方
尽可能快地在技术上进行清算。f. 中央对手方必须以非歧视和
透明的方式清算金融交易。g. 中央对手方必须以非歧视和透明

欧盟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对于衍生品风险管理的水平仍然相对
薄弱，如果决定融入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就要加强风险管理，
比如聘请熟悉当地法律的双语律师，建立科学的授信风险管理
制度，加强对交易对手的资信调查，提高合约的标准化水平，定
期公开交易信息等。

的方式清算金融交易。

根据 MiFIR，除另有规定外，交易平台及中央对手清算机构
不可以拒绝金融工具的交易和清算，且交易平台和清算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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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不合规问题研究
STUDY ON THE NON-COMPLIANCE OF FOREIGN EXCHANGE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FOR DOMESTIC NATURAL PERSON'S OVERSEAS INVESTMENT

《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1

37 号文同时对“补登记”进行了规定，在 37 号文实施前，境

号）第六十三条规定，“境内自然人直接对境外开展投资不适用

内居民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已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但未按

本办法。境内自然人直接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开展投资不适

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境内居民应向外汇局出具说明

用本办法。”

函说明理由。外汇局根据合法性、合理性等原则办理补登记，对

因此，截至目前，发改部门对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未出台具
体的监管制度。
（二）商务部门监管

涉嫌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2、
方式二
21 号文

《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3 号）第二条规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 < 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

定，“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

汇管理规定 > 及配套文件的通知》
（汇发 [2013]21 号）2（“21 号

立的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

文”），规定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被境内居民
（包括自然人和法

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

人）持股或控制但不属于特殊目的公司的，应按规定办理境外投

行为”，境内自然人对外投资不适用《境外投资管理法》的规定，

资外汇登记或备案手续，但仍未对自然人情况下的外汇登记或

无须向商务部门履行核准、备案等手续。

备案流程及文件要求做详细规定。

因此，截至目前，商务部门对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亦未出台
具体的监管制度。
（三）外汇部门监管
1、方式一

（四）结论
对于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无论是对方式一还是方式二，发
改部门和商务部门均尚未制定具体的监管规定；外汇管理部门
通过 37 号文对方式一项下的境内自然人外汇登记进行监管，而
21 号文虽然提及方式二项下境内自然人的外汇登记或备案义

（1）75 号文

周善良

刘轩妤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一般联席合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上市公司服

伙人，在香港资本市场拥有丰富经验，曾

务业务部助理，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

多次为客户提供 IPO 和并购领域的法律

学麦迪逊分校，参与多个境内国企收购

服务。

国内外上市公司项目，协助境内企业开
展跨境投资。

《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

务，但未对具体流程和文件要求做出规定。
根据笔者向上海、深
圳等地的外汇管理局电话咨询，非 37 号文项下的境内自然人境

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5）75 号）
（“75 号文”）规定，

外投资无法进行外汇登记 / 备案，而对于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

境内居民设立或控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之前，应向所在地外汇

成立非特殊目的公司后再进行返程投资是否会受到行政处罚，

局申请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各部门均未给予明确答复。

“特殊目的公司”，是指境内居民法人或境内居民自然人以
其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包括可转

二、违规后果

换债融资）为目的而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
（一）外汇登记违规
根据笔者的项目经验以及对过往 IPO 案例的总结，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分为两种主流的方式：一是

2014 年 7 月 4 日，75 号文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

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在目的地国家 / 地区设立以投融资为目的的主体（“特殊目的公司”），之后特殊目的

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

公司返程投资在境内设立主体（“方式一”）；二是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在目的地国家 / 地区设立业务主

的通知》
（汇发 [2014]37 号）
（“37 号文”）废止。
（2）37 号文

合规问题为未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 / 备案手续。

述问题进行整理和分析。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2 号）
（“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的规定，境内居民未按规定办理相关外汇登记、未如实披露返程

体，开展实质性业务经营，未进行返程投资活动（“方式二”）
。在前述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过程中，常见的不

自然人境外投资的监管规则有哪些？外汇不合规会面临哪些处罚？有何种解决措施？本文试对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2008 修订）
》
（中华

37 号文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局”）及其分支机构对
境内居民设立特殊目的公司实行登记管理并详细规定了登记的

投资企业实际控制人信息、存在虚假承诺等行为，由外汇管理机
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机构可以处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
人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流程和文件。
“特殊目的公司”，是指境内居民
（含境内机构和境内居民个

一、
监管规则
（一）
发改部门监管

人）以投融资为目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或
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在境外直接设立或间接控
制的境外企业。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9 号 1 ）第三十一条规定，“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在境外实施的投资项目，参照本办法规定另行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但是这一具体管理办法至
今尚未出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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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10 日，外汇局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部分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条款的通知》对 21 号文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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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快克股份
（603203）
为例，根据其招股书披露，2011 年 12
月 19 日，外汇局武进支局对金春（快克股份董事长）出具《行政
处罚决定书》
，对金春违反当时有效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
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汇发 [2005]75 号）
有关规定的行为罚款 3 万元。
（二）
逃汇

德 · 视点 － OPINIONS

笔者尚未搜集到依据本条款对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未履行
外汇登记或备案手续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例。
同时，以上行政处罚案例也仅是针对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
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情形，而对于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非特殊目
的公司情况下的行政处罚，尽管各外汇管理部门都未有明确态
度，但 21 号文却是有如下规定：

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境内居民通过虚

境内个人未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可提交能证明其境

假或构造交易导出资金用于特殊目的公司，或在未按规定办理

外权益形成合法性的证明材料（境外权益形成过程中不存在逃

相关外汇登记、未如实披露返程投资企业实际控制人信息或虚

汇、非法套汇、擅自改变外汇用途等违反外汇管理法规的行为）
，

假承诺的情况下，发生资金流出，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限期调回

可为该外国投资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基本信息登记，并

外汇，处逃汇金额 30%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逃汇金额

在外汇局相关业务系统中将其标识为个人非特殊目的公司返程

30% 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投资。

2018 年 10 月 22 日，外汇局公布 20 起外汇违规案例，首
次提及两例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的外汇违

三、案例分析
如前所述，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外汇不合规情况并不少见，

2010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1 月，金石包装（嘉兴）有限公司

若在企业上市或挂牌过程中出现该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一）否认境内自然人身份——以恒大文化
（834899）为例

办理外汇登记未如实披露返程投资企业实际控制人信息，并违
规汇出利润 290.12 万美元。

案例事实：发行人恒大文化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恒大
文化”）为其实际控制人许家印先生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

该行为违反 37 号文第十五条，构成逃汇行为。
根据
《外汇管

的鑫鑫有限公司进行控制。

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
处以罚款 95 万元人民币。
反馈意见：发行人律师需说明恒大文化股权结构设置是否
2、
案例 9：博采林电子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博采林电子科技（深圳）有限
公司办理外汇登记未如实披露返程投资企业实际控制人信息，
并违规汇出利润 318.82 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 37 号文第十五条，构成逃汇行为。
根据
《外汇管
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
处以罚款 104.70 万元人民币。
（三）
外汇违规入境或结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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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境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出资设立英科控股，其返程投资合法、合

天永是否需要履行境外投资审批及外汇登记手续，以及新加坡

理，并同意予以办理补登记手续。
综上，发行人律师认为，刘方毅

天永设立天永有限及历次增资是否需要办理返程投资审批及外

通过英科控股返程投资设立淄博英科，符合 37 号文等关于返程

汇登记备案手续。

投资的有关规定。

涉及返程投资，若是，需说明股权架构设置是否符合当时生效的
关于对外投资、外汇管理、外资企业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符
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发行人律师认为：许家印先生于 2006 年 9 月（37 号文实
施前）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且非 37 号文监管的“境内居民”，认
为恒大文化股份股权架构设置不涉及返程投资。
（二）否认特殊目的公司——以天永智能（603895）为例

资需履行的审批和外汇登记手续，而在 75 号文、37 号文生效背
景下，由于收购新加坡天永的目的是从事电子产品及其配件的
自动化生产线的生产与销售，而不是作为投融资主体，新加坡天
永不属于 75 号文和 37 号文认定的“特殊目的公司”，因此 1995
年收购新加坡天永不需要履行境外投资审批及外汇登记手续；
2、新加坡天永于 1996 年设立天永有限，并于 2010 年对天永有
限增资，鉴于新加坡天永不属于特殊目的公司，同时，新加坡天
新加坡天永出资设立天永有限及历次增资行为不属于 “特殊目
的公司返程投资”，不需要办理返程投资审批及外汇登记备案。
此外，2017 年 12 月 5 日，实际控制人荣俊林就其与李玉梅

案例事实：发行人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科沃斯”）
实际控制人钱东奇于 1995 年 11 月在香港投资设立了 TEK 香
港有限公司（“TEK 香港”），于 2000 年 11 月在英属维尔京群岛
投资设立了 TTK Corporation Limited
（“TTK”）
，并先后以 TEK
香港、TTK 作为投资主体在中国境内进行了投资。
鉴于钱东奇投
资 TEK 香港、TTK 时我国尚未对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应履行的
外汇登记等程序作出明确规定，钱东奇未办理外汇登记。75 号
文生效后，钱东奇未予以办理补办登记，2013 年 6 月 17 日，国
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
条例》
（2008 年修订）第四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作出 “苏苏汇检
罚字 [2013]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钱东奇违反外汇登记管
理规定的行为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3 万元。2013 年 6 月 18 日，

事项导致发行人被外汇局处罚的潜在风险，出具了《承诺函》保

钱东奇已按期足额缴纳了上述罚款。

证不因此而导致发行人利益受到损害。
（三）补 办 外 汇 登 记 而 未 受 行 政 处 罚——以 英 科 医 疗
（300677）为例

反馈意见：招股书披露，2013 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因外汇
登记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补充核
查并披露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案例事实：发行人山东英科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科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钱东奇上述因未办理

医疗”）的前身淄博英科医疗制品有限公司（“淄博英科”）系由

外汇登记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处罚的情形不属

Intc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 Ltd.（“英科控股”）于 2009

于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况，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年 7 月出资设立。而英科控股系由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刘方毅于

理由为：1、钱东奇已按期足额缴纳了罚款，发行人未因钱东奇

2003 年 8 月于英属维尔京群岛设立（2012 年注销）。

受到处罚而遭受任何损失，且钱东奇未办理外汇登记不影响发

反馈意见：就发行人设立、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时的外资
企业管理部门审批情况予以详细说明。
发行人律师认为：英科控股系 37 号文规定的境内居民以

案例事实：发行人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天永

境外合法资产或权益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应当办理境外投资

规定办理相关外汇登记、未如实披露返程投资企业实际控制人

智能”）的实际控制人荣俊林于 1995 年 4 月收购 Tianyong

外汇登记手续。
37 号文第十二条规定，“本通知实施前，境内居

信息或虚假承诺的情况下，若发生资金流入的，由外汇管理机关

Industries Singapore PTE.LTD（“新加坡天永”）
；1996 年，新

民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已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但未按规定

责令改正，处违法金额 30%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

加坡天永以其生产经营所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天永机械电子（上

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境内居民应向外汇局出具说明函说

金额 30% 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
若非法结汇的，由外汇管理机

海）有限公司（“天永有限”，2016 年 2 月股改成天永智能）。上述

明理由。外汇局根据合法性、合理性等原则办理补登记，对涉嫌

关责令对非法结汇资金予以回兑，处违法金额 30% 以下的罚

境外投资及返程投资行为均未在 75 号文和 37 号文生效背景下

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据此，淄博市外汇管

款。

办理外汇登记。

理局临淄支局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出具证明，确认刘方毅系以

LAW FIRM

例

收购新加坡天永、新加坡天永出资设立天永有限及对其增资等

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在境内居民未按

BEIJING

（四）补办登记但受到行政处罚——以科沃斯（603486）为

发行人律师认为：1、荣俊林与李玉梅于 1995 年收购新加
坡天永时，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境内自然人境外投

永对天永有限的出资来源为其在新加坡的生产经营所得，因此，

规案例：
1、
案例 8：金石包装
（嘉兴）
有限公司逃汇案

反馈意见：发行人律师需说明，荣俊林、李玉梅收购新加坡

行人的有效合法存续；2、钱东奇已于 2013 年 11 月首次补办理
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
，并根据其境外投资变
更情况分别办理了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变更登记，符合
37 号文等当时适用及现行有效的外汇登记相关规定，亦不存在
其他因外汇登记事项受到外汇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况。
纵观目前对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的监管规则，违规处罚以
及案例，对境内自然人境外投资非特殊目的公司的情形几乎为
留白状态，各地外管部门对该问题的态度也是十分模糊。
这也给
各中介机构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期待该部分监管制度的完善。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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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融资租赁法律特点探索机械制造业销售新方向
EXPLORATION FOR THE NEW ORIENTATION OF FINANCIAL LEASES AND SALES – IN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CHARACTERISTICS FOR RUSSIAN FINANCIAL LEASES

与我国法律规定不同，俄罗斯融资租赁的经营者、出租人可
以为法人，亦可以为自然人 。在我国，出于金融行业稳定性维护
2

的需求，对自然人从事金融行业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擅自经营者

而之所以说 “从表面来看” 有一定的任意性，是因为其法律体系
较为完善，且登记配套系统健全。
特点二：相关法律体系完善，配套登记系统健全

还会涉及到刑事责任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
化，个体自然人的经济实力以及经营能力不断增强，也同时具有
了从事金融行业的能力。那么俄罗斯开放的融资租赁市场和成
熟的环境就给有相关需求的个人和企业提供了机会。

规范俄罗斯融资租赁关系的法律主要由民法典的相关部分 3
以及单行法律融资租赁法

4

组成。与我国具有类似发展历程的

是，俄罗斯民法典中关于融资租赁的规定，是与一般租赁的规定
配合适用的。这对融资租赁这种本质上是具有金融性质的工具

除此之外，俄罗斯融资租赁物的范围也相对较广。
根据相关
的法律规定，融资租赁的客体可以是除土地以及自然资源外的
一切非消耗性资产。换句话说，除了在我国法律框架下融资租赁

的使用和进行争议解决，造成了一定的问题。
然而随着俄罗斯对
这种金融工具使用的日趋成熟，2020 年即将开始的融资租赁法
律改革即将展开。

的典型客体，即交通工具、大型机械设备等，不动产也是融资租
赁的客体。关于不动产作为客体，虽然我国 2014 年关于融资租
赁的司法解释做出了“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
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
出认定”的评价标准，但是不动产明确地、不存在争议地作为融
资租赁的标的物，是俄罗斯融资租赁法律的另一大特点。
（二）融资租赁公司设立条件
首先是注册资本的要求。目前俄罗斯法律层面，并没有对设
立融资租赁公司设定最低注册资本金和资产要求。市场上大多
数的融资租赁公司的注册资本都为一般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

李璐萍

萨 莎

DHH 北京莫斯科法律中心执行主

DHH 北京莫斯科 DHH 法律中心律师。

任，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涉俄业务团队副

萨莎律师先后于莫斯科政府管理大学、

主任。
先后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莫斯科

中国中山大学取得法学学位。专门为在

国立大学法律系。擅长领域为中俄公司

俄罗斯境内开展业务的本国公司、外国

法、国际贸易争议解决、俄罗斯外国直接

公司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包括提供关于

投资、
俄罗斯不动产交易等。

（折合人民币 1100 元左右）。
而银行系的融资租赁公司的注册资
本与我国法律规定相比，也都相对较低，例如俄罗斯邮政储蓄银
行融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折合不到 3000 万元人民币；而曾多
次冲入欧洲融资租赁公司排名前五的俄罗斯外贸银行融资租赁
公司，注册资本也仅为折合 6800 万人民币，尚未达到我国外资
融资租赁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

但是从融资租赁主要依托的实施层面的《融资租赁法》来
说，该法对行业操作从理论角度和执行角度，都具有较高的指导
作用。我们就该法中一些关键规定举几个例子：
（一）融资租赁合同强制于国家相关机构进行登记
根据融资租赁法第 10 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签订的信
息，须在联邦统一注册机构 5 进行注册。
注册信息要求将交易双
方信息、特定化的融资租赁物信息、合同文本以及合同文本的历
次变更都进行详实地提供和及时更新。由于上述登记系统为统
一交易登记系统，所以不区分银行或非银行性质的融资租赁机
构。基于对融资租赁合同的有效追踪管理，相关的交易的实施也
就变得更为直接和便利。
就是基于此，俄罗斯融资租赁市场的承
租人违约率才呈现较低的水平，甚至在 2012 年仅占不到 1%6。
（二）融资租赁物的登记
先以车辆这类特殊动产为例。根据融资租赁法第 20 条的
规定，车辆融资租赁的事实，是强制登记的。
同时，法律允许根据

其次，从监管部门和设立程序来讲，从表面来看，也存在着

双方协议，在车辆管理部门的登记（核发车辆登记证）可以登记

公司法、劳动法以及投资法方面的咨询，

一定的 “任意性”。融资租赁的监管机构为联邦金融监管部。根据

为出租人，也可以登记为承租人。由于俄罗斯格式文件与文件间

起草、审核合同以及其他公司文件，在并

金融监管的职责，其对包括融资租赁、房地产经纪和资产转让经

相互印证相关的法律规制较为健全，所以车辆的所有权、使用

购项目中担任法律顾问。

纪等俄央行不予监管的五个领域进行登记监管。监管工作主要

权，以及所有人对出租车辆的控制权有着国家登记层面的保障。

是从资金的合法使用以及资金反恐的角度进行的，而包括融资

在实践中，为保证出租人对车辆的控制权，从事车辆融资租赁的

租赁在内的相关监管领域，本身没有特别的要求和限制。金融监

公司的普遍操作是，仅为承租人办理临时车辆登记。

在近年机械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大型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的制造企业已在探索境外销售的路径。

管部的监管方式是通过交易注册中心、不动产注册中心、交通工

俄罗斯作为国家鼓励走出去的重地，已以其健全的融资租赁法律体系、成熟的市场和专业的相关机构 1 ，成

具注册系统等间接进行监管。融资租赁公司只需在公司获得税

为相关制造行业的最佳选择之一。
本文将根据俄罗斯在融资租赁法律制度特点，结合相关配套的实施路径，

务登记证后的 30 日内向相关登记监管机构递交登记申请即可。

对俄罗斯融资租赁实施的可能性进行介绍。

3. 俄罗斯民法典第二部分第 665-670 条。

一、
俄罗斯融资租赁法律特点

4.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9.10.1998 N 164-ФЗ (ред. от 16.10.2017) "О фин

特点一：融资租赁行业经营门槛低

ансовой аренде (лизинге)"
5. 请参见该网站系统Еди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реестр юридически значимых с

（一）
融资租赁经营主体及融资租赁物

ведений о факта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лиц,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х пред
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и иных субъект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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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欧洲融资租赁组织 2017 年的统计，欧洲前 60 融资租赁公司中，俄罗斯公司占五分之一。其中俄罗斯主流银行系的融资租赁公司，

2. 俄联邦“关于融资租赁法”第 4 条的规定。但根据相关融资租赁的注册法规的要

6.《俄罗斯融资租赁法律监管制度及市场研究》李建民，

在 2010 年后长期稳居在欧洲整体排名的前二十。

求，自然人从事融资租赁，应以个体工商业者的形式进行注册。

ODI: 3969/j.issn.1671-8453.2012.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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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由于俄罗斯特殊动产的登记系统能较为明晰地保护

德 · 视点 － OPINIONS

业）的参股公司。

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所以我国车辆融资租赁行
业中，为保证出租人所有权而就租赁车辆设定抵押权的操作，就
不存在必要性。况且这种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增加了繁琐的
程序，
还可能因为所有权和抵押权的重叠在操作上无法实行。
其次是不动产登记。如本文作者在《俄罗斯不动产交易
ABC》一文中所提到的，俄罗斯有较为成熟的不动产登记系统，
并且所有不动产资料都已经实现了无纸化，所以从联邦不动产
登记网站上调取融资租赁登记的信息是非常便利的。

二、我国制造行业在俄罗斯市场通过融资租赁开展业务的
路径探索
与我国融资租赁法律相比，俄罗斯的融资租赁立法虽然对

深圳前海合作区、上海自由贸易区
外资银行业政策的比较分析报告
COMPARATIVE ANALYSIS REPORT ON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SHENZHEN & SHANGHAI

融资租赁公司本身的资金实力要求不高，甚至可以说要求很低；
但是对融资技术和相关的人员专业知识水平要求更高。根据融
资租赁法第 2 条对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义，融资租赁可以是出租
人根据承租人的选择购买财产以进行租用，亦可以是出租人根

最后是作为融资租赁物的大型设备问题。由于大型设备为
一般动产，动产以占有确认所有权，所以即便对不动产进行了特
定化，且有相应的登记系统追踪，但仍不能完全确保出租人对租
赁物的所有权控制。
然而这对于俄罗斯良好的交易习惯来讲，在
动产的占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相应风险。根据其交易习

据自己的选择，为承租人购买财产，并出租给承租人。此项对融
资租赁合同的定义，与我国法律定义相比，赋予了出租人在融资
租赁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进而使具有相关业务能力，且具有一定
资金能力的制造商，在俄罗斯成为融资租赁的出卖人和出租人
进行相关业务具有可操作性。

惯，所有的财产交付都一定会附随相应的财产交接文件。
这些交
易文件形成的财产流转历史，往往是所有权人通过司法途径维
权的重要证据。
值得说明的是，相关法律对不履行登记义务的公司和个人
规定了违反义务的责任。视情节轻重，轻则承担不同数目的罚
款，
重则相关善意人可主张合同无效。

如此一来，为制造行业提供的业务路径至少存在以下两种：
（一）在俄罗斯境内设立销售公司，与俄罗斯当地融资租赁
公司及金融机构合作，由融资租赁公司主导，进行产品销售。在
该模式下，制造商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俄罗斯当地成熟的融资租
赁机构的经验及其销售渠道，以较低成本销售产品。但在相关的
利润收入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这种模式对初入市场的

（三）
其他鼓励交易的规定
融资租赁法在实际操作层面，进行了或强制性或任意性的
鼓励交易的诸多规定。
例如第 13 条规定，在承租人逾期未缴纳
两期租金的情况下，出租人有权向承租人银行发出通知，要求银
行从承租人账户中无条件划入出租人账户相应数目的租金（强
制性规定）
；又如第 28 条对租金的组成和计算进行了较为详细
的构成公式，确保租金的合理性，并且规定在合同没有约定的情
况下，租金的调整频率应不超过三个月一次；再如第 13 条，租
赁物到期返还的费用直接由承租人承担，即从融资租赁关系出
发，按照公平准则，直接规定费用承担人为承租人，以避免争议，
提高事后处理效率。
除此之外，还设定了一些任意性规定，例如

制造商企业较为适合；
（二）在俄罗斯境内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与当地金融机构进
行良好的合作，同时作为出售人与出租人，充分学习和借鉴当地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常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的”模式，融资租赁企业常常扮演者“特定物租赁产品策划人”的

务副主任，深圳市律师协会证券委员会

助理，食品安全学学士、银行金融学硕

角色，即根据其市场需求预估，与既定的生产商进行采购协商，

副主任。办理过大量的商事诉讼案件及

士。2017 年 10 月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制作融资租赁产品，向市场投放——在该种模式下，如若相关制

股权并购、私募基金相关的非诉讼案件。

毕业。从事过证券虚假陈述、民间借贷、

造商行业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可以利用融资租赁公司门槛较
低的优势，自行替代融资租赁公司的角色，以实现产品销售与金
融产品的双收益；

深圳前海合作区（即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粤港澳大湾区 9+2 国家级发展规划的核心区域，

或控股俄罗斯当地成熟的融资租赁公司的方式，将融资租赁与

融资租赁法第四部分规定了俄联邦对融资行业的支持。支

销售业务连接起来，以独立的融资租赁公司隔离销售公司的各

持的方式包括国家设立基金，以保障银行在融资租赁领域的投

类风险，以融资租赁公司成熟的产品经验和融资渠道为销售公

入，国家资本参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融资租赁项目，专项支持

司服务，扩大销售。

外，对于融资租赁行业，还有诸多实际的优惠政策。
其中包括，对
于向银行或其他提供融资渠道的金融机构，就融资租赁业务的
收入免征至少三年以上的利润税；对用于农业生产设备进行融
资租赁的租金，可以加工农产品替代等。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融
资租赁行业的政府支持，也适用于非俄罗斯居民企业（外国企

金融合同纠纷等案件。
一、引言

（三）与第 2 种模式相同，但选择更为直接的方式，通过收购

高科技设备的融资租赁等措施。除以上国家直接参与的支持之

高 翔

租赁行业中，基于法律明确了 “出卖人与出租人可以是同一人

租赁物保险、
租赁期间租赁物的风险承担等。
特点三：对融资租赁行业在立法层面进行支持

唐志峰

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经验，进行业务开展。在俄罗斯本地的融资

利用外国成熟的市场和法律环境，解决国内产能过剩问题，

早在 2008 年，国务院就在《珠江三角州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了深圳前海将作为我国金融改革的先
锋区域。2012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确定了深圳前海合作区可以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全面支持前海在金
融改革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建设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实验窗口。
时至 2019 年，深圳又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使命，而前海合作区作为深圳改革的先行
区域，随着诸多“先行先试”政策的不断发布，身处前海合作区的金融企业必将受益匪浅。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

同时进行新的创收，是所有行业的共同愿景。在实现这一愿景的

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推进，前海合作区将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利用广州的贸易金融优势、深圳的高科

过程中，一定是伴随着不断的研究、探索和实践的。作为中国的

技优势以及香港的国际金融优势，有望塑造 " 中国硅谷 " 模式，随着香港与深圳及其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合作

境外律师，我们愿与所有希望实现这个目标的企业，一起探索，

的加强，“香港 - 深圳”作为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将日益突出，而前海作为深圳经济开放的重要区域，外资企业

一起创收。

数量不断增加，良好的营商氛围为外资银行带来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外资银行在为前海金融业注入新鲜血液、
加速深圳经济与国际接轨步伐的同时，也已然成为前海合作区完成加快经济改革、金融开放使命的重点建设项
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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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视点 － O P I NIO NS

上海自由贸易区于 2013 年设立，位于浦东新区境内，是国
家最为重要的创新“试验田”之一，承接着经济结构转型、政府职

德 · 视点 － OPINIONS

若干措施》进一步降低了外资银行准入门槛同时，也增添了多项

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在区内就业并符合条件

业务、人民币租赁资产跨境转让业务。
深化跨国企业集团跨境人

优惠措施。

的个人，可按规定开展境外期货投资。这些政策将会是外资银行

民币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改革。支持合作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根

在上海自贸区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

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开展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

能转变、金融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开放、贸易服务升级等多项功

（二）前海合作区外资银行业目前取得的成果及意义

能。
早在 1990 年，上海浦东新区就根据当时的法律及政策，出台
前海合作区在诸多政策的扶持下，正在不断加大香港及内

了《上海浦东开发十项优惠政策》从税收优惠、场地租赁及土地
使用等多个方面鼓励外商企业落地上海浦东新区，这其中就包
括外资银行。
2016 年，上海发布了
《浦东新区“十三五”期间规划
方案》
，对于外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相继出台了《浦东新区
“十三五” 期间促进金融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及《浦东新区 “十
三五” 期间促进总部经济发展财政扶持办法》等优惠政策，对于
进入上海浦东新区的外资银行及将总部落在上海的外资银行法
人性机构提出了众多奖励措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后，在
继续延续浦东新区多项政策之外，国家又根据上海自贸区的战

地之间的经贸往来。同时借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为桥梁，积极探
索与境外的经济合作。前海同时也是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的核
心，承担着国内企业走出去，外国资本引进来的重要角色。
而外
资银行作为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第一站，在前海 “先行先
试”政策的推动下，目前正在与国内商业银行一起，探索深港银
行之间进行双向人民币跨境贷款、扩大内地企业境外融资能力、
深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构建以及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前海
发行外资债券等多种措施。

略规划，制定了多项金融改革政策及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亦根据

这样的金融创新氛围，在不断为深港两地企业增添资本活

相关法律及政策的指导，发布了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

力的同时，也使得外资银行在内的前海各类银行收获颇丰，各项

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
，支持在上海自由贸易试

业务扩展迅速。
并且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在前海合作区，外资

验区的外资银行开设自由贸易账户，进一步扩大了外资银行在

银行还可利用政策对外汇储备方式创新的支持，扩大其转贷款

中国境内可开办的业务范围。对于想要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来

渠道和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等，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为用汇企

说，不管深圳前海合作区或是上海自由贸易区都是非常不错的

业提供融资支持。同时，前海合作区对外资企业正在逐渐推行准

选择，本文即旨在对比两地对于外资银行的优惠政策，为在两地

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换一种说法即是“非禁即入”，这

之间举棋不定的各类外资银行予以参考和借鉴。

在大幅扩宽了外资投资领域、促进了外资银行业务发展的同时，
也使得外资银行等外资企业在前海合作区的设立流程正不断化
繁为简、高效迅速。
如 2018 年，东亚中国外资银行拟在前海合作

二、
深圳前海合作区外资银行业相关政策及行业现状概述
（一）
前海合作区有关外资银行业金融政策内容
外资银行作为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是最基础的，也

区成立分行，前后仅用了不到 1 个月的时间就得到了批准设立。
前海合作区已经越来越重视外资银行在金融创新改革和经济开
放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三、深圳前海合作区与上海自贸区有关外资银行业的政策
比较

点放在了人民币借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化发展的方向上。
2014 年，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前
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2014 年改革创新要工作要点》，确立
了项中共人民银行申请拓宽跨境人民币资金来源及使用范围，
将放款主体扩大至境外金融机构；向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
管理局申请允许前海居民和非居民在区内银行开立本外币自由
贸易账户，逐步实现账户内本外币资金可参照离岸市场价格自
由兑换；探索创新跨境人民币结算方式，以香港为境外第三方
支付机构贸易款给付地；确立深圳前海将开始 QDII2 首批试点，
开始允许前海合作区对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外资企业实行准入
前国民待遇，同时研究制定区内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建立更加完

（一）关于外资银行业金融创新政策比较
2012 年，为进一步扶持包含金融业在内的前海合作区产业

院支持深圳建立先行示范区的精神，深圳出台《深圳市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 2019 年工作要点》中在继续延续以往的改革精神
之外，确定了继续研究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要求，不难看
出深圳前海合作区在金融创新方面正在逐渐赶超上海的政策优
势。

设施平台的基础上，支持自贸试验区内要素市场设立跨境电子
交易和资金结算平台，向自贸试验区和境外投资者提供以人民
币计价和结算的金融要素交易服务。鼓励金融机构为境外投资
者参与区内要素市场交易提供人民币账户开立、资金结算等服
务，拓展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务。
推动自贸试验区内银行
机构与符合条件的互联网支付机构合作，办理经常项下及部分
经批准的资本项下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务。允许自贸试
验区内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根据需要开展经常项下跨境人民
币集中收付业务。
当前深圳更加开放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相较于上海自贸
区而言，更有利于外资银行开展各项业务，
获得发展的机会。
3. 放宽准入及公平竞争政策
对于外资银行而言，一个公平的政策环境和商业氛围是首
先要考虑的，只有允许所有金融资本和企业在区内公平竞争，不
存在政策偏向问题，享受公平的待遇，取消对国有资本、国有银
行的优惠政策，
才能使得外资银行能更好的发展。
上海自贸区方面，银监会发布的支持上海自贸区措施包括：

2.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政策

支持外资银行入区经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区内银行业，这是
对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的扩宽，大大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鼓

当前上海自贸区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采取的是循

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 的实施方案》的具体实施

1. 贸易账户自由化政策

及个人 ) ；允许设立外资银行以及民资与外资合办中外合资银
行；允许设立有限牌照银行；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
允许部分中资银行从事离岸业务；鼓励融资租赁业务，给予税

务业合作区准入目录》
，该目录中扩大了包含外资银行等多种金

自由贸易账户通常是指一国允许其资本账户中的各种资本

收支持；逐步允许境外企业参与商品期货交易； 从事境外股权

融机构的扶持力度，加强前海代表深圳，深圳连接香港，打造“深

自由流动，即居民可以自由地进出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

投资的项目公司，参照技术先进性服务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

圳 - 香港”金融双核心的战略目标，使其作为中国经济连接世界

资，非居民也可以自由进出国内金融市场进行投资和筹资。
资本

企业所得税。这些措施都说明上海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还在探

经济的新节点。
出台了多项先行先试的金融政策，如：进一步推

账户自由化是金融开放改革中力度最大的开放措施，亦是对外

索阶段，还需要长时间才看出成效。

进前海金融市场扩大对香港开放、支持包括香港在内的外资股

资银行业务开展最重要的支持政策之一。

权投资基金在前海创新发展、支持设立前海股权投资母基金、支

跨境交易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在充分利用全国统一金融基础

善及便利的外资投资环境等多项措施。时至 2019 年，借由国务

细则中提到：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并在资本项下可兑换 ( 暂不涉

企业及外资金融机构的优惠政策都将使其受益匪浅。

励跨境投融资服务，积极创造财富；简化准入方式等。
深圳前海合作区方面，根据深圳市政府印发的
《深圳市关于
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若干措施》进一
步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
按照国家部署，取
消在深圳设立外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
制，支持外国银行在深圳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同时，降低外资
准入门槛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
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
构外资准入限制。根据《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业
对外开放指引（2019）》
，放宽了包括外资银行等外资投资设立的
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及外资准入后业务管理（国民待遇限制）
等内容。在市场准入限制、国民待遇限制等信息基础上，还增加

而深圳前海合作区，由于毗邻香港，是国家跨境人民币业务

了业务范围、设立程序等正面管理措施，同时新增了 2018 年中

上海在《浦东新区“十二五”发展规划里》明确提出将逐步实

的重点试验区域，其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要更开放的多，根

现企业资本可兑换，一是指企业资本项目下的货币可兑换；二

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2017 年 2 月，深圳市政府研究通过了《深圳市扶持金融业

是指资本市场开放，也就是说该区域的证券投资交易市场不再

设的指导意见》
，深圳前海合作区被允许开展跨境人民币双向融

发展若干措施》
发展深圳金融总部经济，鼓励金融总部企业在深

仅局限于本国机构和居民参与，实行对外开放，这对外资银行来

资。该《指导意见》还支持前海合作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宏观

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上海自贸区和前海合作区内的投资

圳做大做强，文件中对外资银行进入深圳设立机构规定了一系

说是非常关键的政策。因为境外机构及个人要参与投资，第一选

审慎管理框架下，从境外借入人民币资金并按规定使用。探索完

和经营，上海与深圳两地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指引，出台了诸

列奖励措施，包括设立奖励、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税收优惠、住

择将会是在上海自贸区开办的有银行的外资银行。同时，上海自

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人民币境外贷款管理方式，鼓励自贸

多措施来促进包含外资银行在内的外资企业实际陆地。在检索

房补贴等。
同年 4 月份，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

贸区有关金融开放改革的政策创新，还在于在区内允许外资金

试验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对企业境外项目的人民币信贷投

了相关政策文件后，现用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方便希望实际落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5〕13 号）和《国务院

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允许民营资本与外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

放。允许合作区内个体工商户根据业务需要向其在境外经营主

地的外资银行了解和对比两地的相关政策。

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
（国发〔2017〕

银行，中资银行可开办离岸业务，即可以帮助企业在境外融资；

体提供跨境资金支持。支持融资租赁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

5 号）
，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深圳市政府印

自贸区内，允许个人开立海外账户。
银行对不同类别账户进行技

创新。允许合作区内融资租赁机构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发《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

术隔离，区别管理；允许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按照

持前海构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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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自贸区的发展进程。但是国务院批复却支持前海合作区将重

年上海市颁布《关于贯彻落实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

发展环境下，那么外资银行也将从中受益匪浅。
因此，对于外资

发展，加强营商环境，国家发改委出台了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

贸区相对较晚，在资本账户自由化这一问题上也稍稍落后于上

务，便利区内跨国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推动

序渐进的路径，但其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开放十分谨慎。2013

是最重要的一环，一个地区的金融业整体上若处于良性、开放的
银行来说，优惠政策除直接作用于银行本身的外，对于所有外资

而对于深圳前海合作区来说，虽然其起步较之于上海自

BEIJING

LAW FIRM

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措施。
（二）关于外资银行业物质扶持类政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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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前海合作区
1. 《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
2.《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
主要政策文件

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
》
3.《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

1.《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持金
融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2.《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关于扩大金融服务

1.《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

《关于进一步拓展自贸区跨境金融服务功能支持科

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第 7 条第 2 款：鼓励前海

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通知》
（2016 年 11 月印发）第二条

金融企业跨境发债，对前海企业在香港及境外市场成功

至第八条：

发行债券的，或者前海港资企业的境外母公司或子公司

业对外开放进一步形成开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

成功在境内发行债券且发债资金用于前海港资企业的，

政策措施》

都将给予融资规模 0.5%、最高 100 万元的发行费用支
持。上述跨境发债为绿色债券的，按照上述标准的 2 倍给

4.《深圳市支持金融人才发展的实施办法》

予发行费用支持。

5.《深圳前海税收优惠目录》

2.《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
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第 7 条第 3 款：鼓励跨国
企业集团开展本外币资金池业务，对跨国公司以前海成
注册落地补贴

"1. 《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若

干措施》第 10 条：在深圳新注册设立的金融企业总部，

融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对持牌类金融机构的实缴注

实收资本在 2 亿元以下的，给予 500 万元一次性落户奖

册资本达到一定规模的，给予相应的落户奖励，最高不超

励；实收资本在 5 亿元以下、2 亿元（含）以上的，给予

过 6000 万元。对新型金融机构的落户奖励最高不超过

800 万元一次性落户奖励；实收资本在 10 亿元以下、5
亿元（含）以上的，给予 1000 万元一次性落户奖励；实
收资本达到 10 亿元
（含）
的，给予 2000 万元一次性落户
1 亿元增加 100 万元的奖励，单个企业一次性落户奖励
最高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新迁入深圳的金融企业总
注册落地补贴

部，除一次性落户奖励外，市政府参照其一次性落户奖励
标准，给予搬迁费用补贴，单个企业一次性落户奖励与搬
迁费用补贴合计不超过 5000 万元。
2.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
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
》第 5 条：商业银行实缴
注册资本 10 亿元以下和达到 10 亿元的，分别奖励 1000
万元和 2000 万元；10 亿元以上的，超过部分每增加 1
亿元奖励 100 万元，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对商业银行
专营机构，一次性给予 1000 万元落户奖励，并参照金融
企业总部享受其他相关扶持。
3. 《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第 12 条：

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的，按其上年度实际展业规模的
0.1% 给予奖励，奖励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1. 支持金融机构按科技创新生命周期规律提供全程
全方位跨境服务。在现有本外币账户服务基础上，金融机
构可以依托分账核算单元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各项跨境金融服务。
2. 支持银行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跨境结算服务。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
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46 号）和《关于促进本市跨
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
（沪办发
〔2015〕
32 号）
，支
持上海地区的银行和支付机构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基于
自由贸易账户的跨境金融服务。

3.《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

3. 支持为跨国企业集团提供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

2000 万元。投资类企业中，以公司制形式设立的股权投

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第 7 条第 4 款：鼓励跨境

民币资金池等资金集约化管理服务支持跨国企业集团设

资企业，落户奖励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金融资产交易，对前海区内交易场所成功开展跨境金融

立在岸的全功能型跨境人民币资金池，集中管理全球人

资产转让的，给予交易资产规模的 0.1%、最高不超过 10

民币资金。

2.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关于扩大金融服
务业对外开放 进一步形成开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第 7
条对银、证、保持牌类金融机构及其分、子公司、融资租赁
公司（含 SPV）、私募投资企业、金融专业服务机构，依据
公司类型全部或部分给予落户奖励、贡献奖励和人才奖
励。对重点外资金融机构落户上海自贸试验区，加大奖励
力度。

万元的奖励，单家机构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对在
业务开展支持

奖励。
对实收资本超过 10 亿元以上的，超过部分每增加

员企业作为主办企业，并在前海银行开设主办账户，开展

1.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持金

上海自由贸易区

前海区内注册且成功开展跨境金融资产转让的金融机
构，给予交易资产规模的 0.01% 的奖励。单个金融机构
单笔奖励不超过 10 万元、每年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

4. 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国际贸易融资和再融资业务
（1）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分账核算单元为企业提供本外币
国际贸易融资。国际贸易融资应以真实合法的国际贸易
为前提。
（2）金融机构为国际贸易提供融资后可在区内及

4. 《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

境外办理贸易再融资业务，自主选择再融资币种，管理货

干政策措施》第 2 条：2017-2022 年，对在广东设立的

币风险。
（3）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依托中国人民银行票据

年实际外资金额（不含外方股东贷款，下同）超过 5000

交易基础设施办理相关的贸易融资和再融资。

3.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关于扩大金融服

万美元的新项目（房地产业、金融业及类金融业项目除

务业对外开放 进一步形成开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第 8

外，下同）、超过 3000 万美元的增资项目和超过 1000 万

条：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在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中新设的

美元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省财政按其当年实际

重点外资金融机构及承载重要金融创新试点的外资金融

外资金额不低于 2% 的比例予以奖励，最高奖励 1 亿元。

项目给予表彰。

对世界 500 强企业（以《财富》排行榜为准，下同）、全球
行业龙头企业在广东新设（或增资设立）的年实际外资金
额超过 1 亿美元的制造业项目，以及新设的年实际外资
金额不低于 3000 万美元的 IAB（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5. 支持开展跨境股权投资业务（1）区内设立的股权
投资项目公司和股权投资基金，可在金融机构分账核算
单元开立账户向区内及境外募集资金开展跨境股权投
资。
（2）跨境股权投资应遵循绿色投资、科创投资等理念。
应重点投向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领域、绿色环保、“一带一
路”建设相关等领域，支持实体经济增强资本实力。
6. 支持为 “一带一路” 和 “走出去” 企业提供各项跨

在深圳注册设立且实收资本在 40 亿元以上的银行、信

装备、生物医药）和 NEM（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业项目，

境金融服务（1）为支持“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境外中资

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

可按 “一项目一议” 方式给予重点支持。外资跨国公司总

企业、合资合作企业等可在统一授信框架下在金融机构

总部，在实收资本达到金融监管规定的要求后，因业务发

部或地区总部对省级财政年度贡献首次超过 1 亿元的，

的分账核算单元开立账户，根据自身商务谈判约定的条

展需要增加实收资本金的，给予增资奖励：实收资本金

省财政按其当年对省级财政贡献量的 30% 给予一次性

件办理与投资及境外项目工程类相关的定金和预付款等

增加 30 亿元（含）以上的，奖励 1000 万元；增加 30 亿

奖励，最高奖励 1 亿元。

的跨境结算、在当地开展的商务、贸易、投资活动所需的

元以下、20 亿元
（含）
以上的，奖励 500 万元；增加 20

5.《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第 13 条：支

国际及跨境结算汇兑、担保、融资、流动性以及风险管理

亿元以下，10 亿元
（含）
以上的，奖励 200 万元；增加 10

持有条件的金融企业跨地区并购和市场化重组，实现金

等业务。
（2）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金融机构可根据自

亿元以下、
5 亿元（含）以上的，
奖励 100 万元。"

融资源优化整合和外溢发展。银行、信托公司、金融租赁

身服务提供能力为境外企业提供分账核算单元跨境金融

公司并购重组深圳市外金融企业，且重组后的企业注册

服务，办理当地、跨境以及国际商贸投资活动相关所需的

地和主要经营活动地在深圳的，给予并购奖励：并购交

结算汇兑和投资融资等业务。
（3）支持金融机构依托区内

易额达到 50 亿元（含）以上的，奖励 1000 万元；并购交

及国际市场，通过服务和技术创新为企业及项目提供各

易金额在 50 亿元以下、30 亿元（含）以上的，奖励 500

类风险化解、风险参与以及风险分散服务，促进“一带一

万元；并购交易金额在 30 亿元以下、10 亿元（含）以上的，

路”建设和企业“走出去”。

奖励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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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由贸易区
1.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关于扩大金融服务

1.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

业对外开放 进一步形成开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第 19

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
》第十条：金融科技是金融发

人才纳为服务对象。逐步扩大 “优粤卡” 可作为身份证明

条：提高外籍人才通行和居留便利。深化上海自贸试验

展未来方向，
《细则》
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持牌金

使用的领域，持有“优粤卡”的外籍人员，可申请办理 5 年

区外籍高层次人才、外籍华人申办永久居留机制。为上海

融机构总部，发起设立的运用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

以内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有效期为 5 年的居留许

自贸试验区企业聘雇的外籍人才提供人才口岸签证申请

可，并将业务承诺办理时限较法定办理时限压缩二分之

便利。

一；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对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人员在广东创办科技型
企业，给予中国籍公民同等待遇。
经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
才可享受出入境、停居留及聘雇外籍家政人员等便利措

2.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关于扩大金融服

金融创新奖励

1. 《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
政策措施》第 6 条：外商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 7 类

金融人才支持

可直接认定高级职称。

资本 5000 万元以上并实际开展经营业务的，一次性给予
500 万元奖励。
2. 《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支持金融业发

20 条：营造高品质的宜居环境。建设具有国际标准，深

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试行）
》第 16 条：为鼓励区内金融

度契合金融人才需求的文化设施。

机构开展金融创新，发挥前海先行先试的战略优势，每年
对优秀金融创新案例按等级分别给予 5 万元—30 万元资

3.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关于扩大金融服

助，
多家申报单位申报同一案例的，
平均分配扶持资金。

务业对外开放 进一步形成开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第 21
2. 《深圳市支持金融人才发展的实施办法》第 2 条：

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实缴注册

务业对外开放 进一步形成开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第

施。回国后在外资研发机构工作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

条：完善“金才”系列服务工程，为金融人才在健康管理、

1.《广东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政

1.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支持金

策措施》
第 4 条对外商投资建设的高标准厂房和重点外资总

融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对新设立的金融机构，在新

4.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关于扩大金融服

部自建办公物业产权，允许以幢、层等固定界限为基本单元

片区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按实际购房房价的 12% 给予

务业对外开放 进一步形成开发开放新优势的意见》第

分割登记和转让，其中重点外资总部自建办公物业累计分割

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6000 万元。
对新设立的金融功

22 条：深化人才跨境金融服务。符合条件的海外人才可

登记和转让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 40%。
外商投资企

能性机构，在新片区购置自用办公用房的，按实际购房房

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机构开立 FTF 账户，提高境内

业租赁工业用地的，在确定租赁底价时可按照租赁年期与工

价的 6% 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企业向境外员工发放薪酬便利度。外籍人才境内合法收

业用地可出让最高年期的比值确定年期修正系数；可凭与

入可视同境外资金投资创业。

国土部门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和缴款凭证办理规划、报建等

四、结语

融人才培养对象，按照每年最高 1 万元 / 人的标准给予

手续；租赁期内，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可以转

培养经费资助。

从前文政策的梳理中不难看出，深圳对于包括外资银行

租和抵押。

每年遴选 100 名有发展潜力的高端金融人才，向其提供

子女就学、居住等方面提供支持服务。

高端金融人才研修项目。
对列入计划、并经深圳市金融发
展咨询委员会审议通过的 100 名高端金融人才，按照每
年最高 5 万元 / 人的标准给予培养经费资助。
3. 《深圳市支持金融人才发展的实施办法》第 2 条：
每年遴选 1000 名有发展后劲的骨干金融人才培养对象，
为其提供专题进修资源。对列入计划的 1000 名骨干金

4. 《深圳市支持金融人才发展的实施办法》第 8 条：

2.《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第 15 条：在深

对于奖励、补贴等具体优惠都写明了具体的金额、发放时间、

圳注册设立的金融企业总部，其本部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

适用主体等详细规则。
而上海虽然亦有鼓励政策，但是却不

融风险管理师（FRM）
、北美精算师（ASA）
、中国精算师

（含本部配套经营用房）
的，注册后 5 年内给予租房补贴，其

容易检索到具体如何实施的规定。
存在上述差异的原因之一

中前 3 年内每年按房屋租金市场指导价的 30% 给予补贴，

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上海自贸区的使命是打造与中国整

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后取得上述执业资格证书且在本市

后 2 年按房屋租金市场指导价的 15% 给予补贴。
对入驻经

体金融水平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前海自贸区的定位则是

金融系统全职工作满 2 年的，按照用人单位提供的报考

市政府认定的产业基地或金融重点楼宇的金融企业总部，注

建设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改革示范窗口。
上海的金融体系建

册后 5 年内给予租房补贴，其中前 3 年内每年按房屋租金

设要求全面、体系完善，作为国家金融的名片，上海的整体金

市场指导价的 50% 给予补贴，后 2 年按房屋租金市场指导

融政策更加保守和谨慎，整体的政策改革着重考虑的要素是

价的 25% 给予补贴。
若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价格低于房

可控性和渐进性。
而深圳前海合作区作为国家 “先行先试” 的

屋租金市场指导价，
则按其实际租价为基准给予租房补贴。

改革窗口，金融政策改革更着重于其创新性和主动性，政策

用地用房保障

（FCAA）
、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ACCA）资格认证考试，

3.《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第 18 条：在深

出台方面，
国家赋予了深圳前海合作区各主管机关更多“随机
应变”的权利。
对于外资银行，
从政策灵活性上来考虑，
深圳前

企业税收优惠

1. 《深圳前海税收优惠目录》
：对主营业务符合产

1.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以非货

圳注册设立的金融企业一级分支机构，其本部租赁自用办公

业准入目录及优惠目录的外资银行，且业务收入占总收

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用房
（含本部配套经营用房）
的，注册后 3 年内每年按房屋租

入的 70% 以上的前海企业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

问题的通知》在试验区注册并在区内经营，实行查账征收

金市场指导价的 30% 给予补贴。
对入驻经市政府认定的产

从外资银行业务开展环境来考虑，上海作为开发较早的

业所得税。

的居民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立或注入公司，进行

业基地或金融重点楼宇的，
注册后 3 年内每年按房屋租金市

金融城市，其外资银行数量已经趋近于饱和状态，虽然上海

股权收购、资产收购等行为的，可在不超过 5 年期限内，

场指导价的 40% 给予补贴。
若新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价格

有着相对成熟的外商企业服务经验、成熟的市场化利率制度

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按规定计算缴

低于房屋租金市场指导价，则按其实际租价为基准给予租房

及较为完善的资金出入渠道，但同时也要面临更为激烈的竞

纳企业所得税。

补贴。

争，并且上海在政策上的创新也要滞后于深圳。
而深圳作为

2. 《深圳前海税收优惠目录》：对符合前海规划产
业方向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取得暂由深圳市政
府按照内地与境外个人所得税负额给予的补贴并免征个
人所得税。

4.《深圳市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第 18 条：在深
圳注册设立的金融企业一级分支机构，首次购置本部自用办
公用房
（含本部配套经营用房）
的，按购房房价的 3% 给予一
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
但获得补贴的办公房 5
年内不得对外租售。

BEIJING

在内的外资金融业优惠政策基本都有着细致的规定，政策中

鼓励金融从业人员积极参加特许金融分析师（CFA）、金

费用补贴给予 1∶1 奖励补贴，
每人最高不超过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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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合作区拥有着更大的政策红利。

中国金融业的新秀城市，四十年来在学习上海优秀经验的同
时，也不断开发属于自己的金融特色，其毗邻香港国际金融
中心的天然地理优势、粤港澳大湾区 9+2 模式带来的巨大横
向发展空间，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级政策红利及
深圳活跃创新的市场氛围，也为选择深圳的外资银行带来了
无限的机遇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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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募基金看资管行业监管趋势

在前述背景下，
笔者特梳理私募基金主要法律法规、
自律规则如下：

——以风控合规为核心
TENDENCY OF MANAGEMENT INDUSTRY SUPERVISION
– TAKING RISK CONTROL & COMPLIANCE AS CORE

阶段

第
一
阶
段

孟庆君

应凌宇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经济学硕士，

北京德和衡基金与资管团队律师助理，

擅长业务领域为私募基金与资管、并购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重组、争议解决，2016 年入选
“朝阳区国
际高端商务人才”
。
随着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下称“
《资管新规》
”）
纲领性文件发布，以及商业银行
理财市场、证券期货市场的一系列配套政策相继落地，我国“大资管”的监管框架已基本搭建完成，私募基金行
业也被纳入统一监管之下。
下文中笔者将从私募基金的视角，通过相关规定整理、基金业协会
（下称“中基协”）
自律处分案例和限期自查要点梳理私募基金行业监管趋势。

一、
私募基金主要规定梳理

套相对完整的监管体系，
私募基金行业逐步从“野蛮生长”走向了“合规经营”。

段

2014 年之前至 2016 年初为第一阶段。
这一时期私募基金可依据的规范较少，亦无明确的监管体系，中基
协多以“问题解答”、
“指引”、
“意见”等形式提出指导性自律规范，
监管工作开展缺乏法律依据和经验规则。
2016 年 2 月 5 日至 2017 年底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以《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
的公告》
发布为标志，中基协从登记备案源头开始，全面规范展业秩序和信用环境，建立了以管理人登记、产品
备案为基础的监管体系，
引导行业规范化、
专业化发展。
2018 年初至今为第三阶段。
在此阶段，随着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的发布，私募
各项工作机制逐步健全，行业标准、合规要求逐渐完善。
同时随着证监会私募机构专项检查工作经验的积累，
中基协亦同时启动了私募机构自查工作，
风控合规约束机制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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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3 月 1 日
2011 年 8 月 3 日
2011 年 8 月 17 日
2012 年 12 月 15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14 年 2 月 7 日
2014 年 3 月 5 日
2014 年 3 月 10 日
2014 年 3 月 16 日
2014 年 5 月 28 日
2014 年 6 月 28 日
2014 年 8 月 21 日
2014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4 日
2014 年 11 月 24 日
2014 年 12 月 15 日

1
2
3
4
5
6
7
8
9

2015 年 1 月 6 日
2015 年 1 月 16 日
2015 年 2 月 1 日
2015 年 3 月 19 日
2015 年 4 月 2 日
2015 年 6 月 3 日
2015 年 7 月 24 日
2015 年 9 月 29 日
2015 年 11 月 23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2016 年 2 月 1 日
2016 年 2 月 4 日
2016 年 2 月 5 日
2016 年 3 月 18 日
2016 年 4 月 18 日
2016 年 5 月 13 日
2016 年 5 月 27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7 月 15 日
2016 年 9 月 6 日
2016 年 10 月 24 日
2016 年 11 月 14 日
2016 年 11 月 23 日
2016 年 12 月 12 日

1

2017 年 2 月 13 日

2
3
4
5
6
7

2017 年 3 月 1 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28 日
2017 年 7 月 1 日
2017 年 11 月 3 日
2017 年 12 月 15 日

1
2
3
4
5
6
7
8
9

2018 年 1 月 5 日
2018 年 1 月 12 日
2018 年 1 月 12 日
2018 年 1 月 24 日
2018 年 3 月 30 日
2018 年 4 月 27 日
2018 年 8 月 29 日
2018 年 11 月 20 日
2018 年 12 月 7 日

1

2019 年 3 月 18 日

阶

从登记备案的角度看，
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基金被纳入“大资管体系”，登记备案标准进一步明确，持续披露、社会公示、失联报告、投诉调解、自律处分等

发布日期

1
2
3
4

第
二

近些年，私募基金行业的立法、规定和自律规则制定的非常频繁，从监管缺失、立法空白到逐渐建立了一

序号

第
三
阶
段

规定
《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
《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基金管理公司开展投资、研究活动防控内幕交易指导意见》
2014 年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一》
《关于进一步完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相关问题的意见》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二》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三》
《基金管理公司风险管理指引（试行）》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修订）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纪律处分实施办法（试行）》
《基金业务外包服务指引（试行）》
《基金从业人员执业行为自律准则》
2015 年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四》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五》
《基金业务外包服务指引》
《关于实行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制度的具体方案》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六》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规则要点汇总》
《基金从业资格考试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建立“失联（异常）”私募机构公示制度的通知》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七》
2016 年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
《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八》
《关于发布私募投资基金合同指引的通知》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九》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十》
《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十一》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 1-3 号》
《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指引 2 号 - 适用于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十二》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2017 年 7 月 1 日施行）
2017 年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 4 号
——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 》
《私募投资基金服务业管理办法（试行）》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十三》
《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
（7 月 1 日实施）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十四》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须知》
2018 年
《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
《私募基金备案须知》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信用信息报告工作规则（试行）》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报送规范》
《私募投资基金非上市股权投资估值指引 ( 试行 )》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常见问题解答十五》
《私募投资基金命名指引》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须知》
2019 年
《商业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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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2016 年之前，监管机构和中基协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完善私募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产品的登记备案，对管理人的
资质、展业条件和产品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规范；2016 之后，监管关注点开始扩展向募集合规、信息披露、专业化经营、投资方向等
全方位、
更细化的层面。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中基协的监管覆盖面很广，涵盖从管理人内部控制、基金产品备案、募集宣传、投资者适当性程序到基金投资范
围、资金运用、托管、
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对私募机构的风控合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监管关注点扩大的同时，中基协的监管方式也已从登记备案、突击自查发展到常规化的限期自查。自 2018 年 9 月 20 日中基协第一
次要求私募机构自查以来，
至今已经发出了 5 次自查通知，自查要求从最初的 15 项内容逐步扩展到 24 项内容，
要求越发细化、
强度日益增
加。笔者认为，中基协的监管模式已经从定期的、
静态的、局部的情况摸底转变为常态的、动态的、全面的风险把控。

二、
中基协处分案例和限期自查
自 2014 年 12 月 5 日中基协作出第一份纪律处分决定开始，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自查结果尚未公布）
，中基协共作
出行业纪律处分决定书及行业自律公告 48 份，其中 2014 年 1 份、2015 年 8 份、2016 年 5 份、2017 年 3 份、2018 年 31 份。我们以历

自查次数

年中基协行业自律公示为标准构建了以下折现图，
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出，2018 年的行业自律公示数量陡然增多。

时间

自查要点

1.基金备案、信息更新

自律处分案例数量折线图

2.关联方、投资标的
3.内部治理架构、内部控制规范

35

4.诚信信息

31

30

5.人员管理
6.兼营冲突业务

25

7.超出私募基金投资范围
第一次

20

2018年9月20日

8.基金类型与业务类型不一致
9.投资者无法正常退出

15

10.投资者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10

11.信息披露

8

5

5

1

0

12.年度审计

3

13.风险揭示书
14.关联交易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5.违规投资

2018年

1.公司基本信息

经梳理 2018 年中基协行业自律公示案例，
我们从中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如下：

2.私募基金相关情况
管理人

和合资产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处分对象

管理人

高管

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华夏恒业投资基金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管理人

高管

处分事由

1. 违反投资范围规定
2. 违反规定公开募集
3. 违规制定“承诺最低收益”条款
4. 信息披露不充分
5.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缺失
6. 未经备案就开始投资运作

1. 管理人未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且披露信息不一致
2. 尽职调查未尽责
3. 内部控制制度混乱

1. 大量基金未备案，
登记备案信息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2. 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3. 基金账户管理混乱
4. 未按要求进行整改

处分结果

第二次增加

2018年10月26日

3.关联方、标的公司等是否从事P2P业务
4.参股或控股私募管理人情况

暂停受理和合资管资产
管理计划备案

5.资金池

1.公司人员情况，特别是兼职情况
公开谴责

富诚海富通资产计划备案，
暂停期限为三个月

注销管理人资格
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加
入黑名单（期限1年）

第三次增加

2019年1月23日

2.其他类私募管理人运营情况及未来展业计划

第四次增加

2019年4月4日

私募基金内部互投情况

第五次增加

2019年5月21日

私募基金是否存在备案后新增募集规模相关情况

备注：每次自查范围为前几次的总和

对于私募机构来讲，常态化的限期自查将导致风控合规成本进一步加大，其异常经营的情形将在一轮轮的自查中逐步暴露。
私募机构
的风控合规能力也已成为其资管能力的重要体现，只有在做好风控的前提下，其各项业务才能稳步长远发展。
中基协这一系列的自律管理

康汉投资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
高管

1. 大量基金未备案，
登记备案信息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2. 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3. 保本保收益
4. 未按规定托管基金财产
5. 资金混同运作及挪用基金财产

措施反映出目前监管趋细、趋严的态势，这一过程有利于私募市场良币驱逐劣币，淘汰不合规的私募机构，进一步推动私募市场的良性有序
发展。
取消从业资格并加入黑
名单（期限3年）

正如中基协党委书记、会长洪磊在 2019 年 5 月 25 日杭州举办的“2019 全球私募峰会”上发言中所指出的，中基协将从基金的本质和
投资者保护出发，落实基金法的基本要求，针对行业出现的重大问题，从机构、产品、人员方面持续规范基本行为，形成共同规范，维护法律
的尊严与行业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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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管行业监管趋势与意义
不单单是私募行业监管逐渐趋严，对于在大资管领域来讲，

德 · 视点 － OPINIONS

定程度上避免金融风险的跨业传递，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
险，规范金融秩序。

由于之前各机构对资管产品的标准不一、规范不严，产生了通道
嵌套、监管套利、刚性兑付、资金池等问题。
随着金融监管由机构

四、合规风控是生命线——做好合规风控工作的背后逻辑

监管向功能监管方向转变，形成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
解决这些问题势在必行。
《资管新规》的落地，也标志着资管行业统一监管的大资管
时代的来临。
以
《资管新规》
为纲领，各金融领域逐步更新相关规
定。
目前，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金融资产投
资公司涉及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的规定已对标《资管新规》作出调
整，信托行业的相关规则也早已提上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
当中。各金融机构监管标准的统一有利于防止一些机构规避监
管以及进行监管套利，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同时也能在一

在《资管新规》等资管行业的规则实行之后，这些规则中对

因此，如果资管产品违反《资管新规》
等规定的要求，合同则存在

风控合规管理的重要内容。如果相应机构在业务操作上有不合

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扰乱金融秩序或损害社会公共利

规之处，没有做到勤勉尽责，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

益而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

不得不对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资管新规》的出台确立了禁止多层嵌套、禁止刚性兑付、限

（2019）京民申 3178 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建行恩济支

制杠杆比例、净值化管理、久期管理、禁止资金池等一系列的业

行作为涉诉基金的代销机构，向投资者推介不符合其风险等级

务规则。这些规则对资管行业产品结构设计、资金投向、风控合

的产品，亦未进行风险揭示，存在明显不当推介行为和重大过

规等方面均产生巨大的影响。究其背后的原因，资管行业的这些

错，违反了作为基金代销机构应当承担的适当性义务，因此北京

监管变化均源于这一行业的核心要义——代人理财。代人理财

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建行恩济支行的再审申请，建行恩济支行

的基础法律关系应当是信托关系而非委托关系，投资者基于信

最终需要向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任而将财产交由专业人士打理，应当遵循“卖者尽责、买者自负”
的原则。

系统对于《资管新规》的认可与重视，以及尊重金融监管的态度。

资管业务的规定与限制将成为资管产品发行、销售等机构未来

此外，2019 年 8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发
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
》
（下称 《
“ 九民纪要》
”）
，就民商事审判
中的部分问题的审判原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九民纪要》中
专章设置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共包含 6
条内容，并在该章节中开篇明义：“会议认为，在审理发行人、销
售者以及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卖方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因

又如在北京仲裁委员会某仲裁案中，投资者 A 投资基金管

销售各类高风险权益类金融产品和为金融消费者参与高风险投

理人 B 管理的契约型基金 C，C 基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上市公司

资活动提供服务而引发的民商事案件中，必须坚持‘卖者尽责、买

股票。管理人 B 向投资者 A 披露了通过某有限合伙基金 D 间接

者自负’原则，将金融消费者是否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

投资上市公司股票的事实，但未披露 C 基金在 D 基金中作为劣

动的性质及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主决定作为应当查明的案

后级 LP 的情况。后上市公司股票价值下降，投资者 A 无法获得

件基本事实，依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卖方机构的

投资收益且损失本金。投资者 A 遂向仲裁庭申请，要求管理人 B

经营行为，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文化，推动形成公开、公平、公正

就其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基金 C 在基金 D 中作为劣后级

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并将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认定为先

LP 属于影响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B 管理人应当在募集阶段

合同义务，设立了发行人和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等规则。

向投资者 A 详细披露此风险，并在基金 D 签署交易文件前向投
资者 A 详细披露交易文件内容及风险。因管理人 B 未向投资者
A 完全履行投资者适当性及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北京仲裁委员
会裁决管理人 B 应对投资者 A 的投资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同时反过来说，如果资管机构切实做到了勤勉尽责，严格按

虽然《九民纪要》目前尚在征集意见的阶段，但也能明显看
出司法界裁判规则的打造与金融监管规则制定的思路是一脉相
承的。因此，未来如果资管行业的机构不按照金融监管的要求进
行操作，忽视合规工作与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就很有可
能因为没有做到这些风控合规要点而对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照合规风控等要求开展业务，遵守监管规则，那么即使投资发生

由司法落实这些监管规则的效力。
因此，合规风控工作必将是未

亏损，也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风险，这也是资管业务的应有之

来资管业务的核心。

义。
六、结语
五、金融监管与司法实践态度趋同

结合《资管新规》以来资管行业有关规则的发布，以及司法

《资管新规》等一系列制度规范的出台不仅仅指向监管机构

领域裁判精神的变化，资管行业已对业内有关机构的风控合规

的思路变化，同时也对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司法机关目

能力提出了考验，无法达到相应风控合规要求的机构将逐渐被

前也倾向按照监管机构确定的规则裁定相关纠纷，采纳实质重

剔除出清，提升风控合规能力已成为资管行业大势所趋。
在目前

于形式的原则，
做到立法、行政、
司法口径的统一。

监管机构、各行业协会愈发重视资管行业风险的情况下，各机构

笔者在 alpha 系统以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
指导意见” 在本院认为的范围内检索民事案件，共搜索到 13 个

应当把风控合规落到实处，在业务的每一个环节把好风险关，方
能夯实自身信用、提高募集能力和管理能力。

案例的 14 份判决书。
笔者查阅上述判决书发现，法院均提到按
照《资管新规》的规定，禁止金融机构刚性兑付资产管理产品以
及实行 “新老划断” 的原则等内容。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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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与反洗钱及外汇管制

2、
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主要有：

VIRTUAL CURRENCY, ANTI-MONEY LAUNDERING &
CONTROL OF FOREIGN EXCHANGE/

（1）客户尽职调查，包括确认、核实客户真实身份，账户目
的，
资金来源等；
（2）可疑交易汇报；
自 2009 年比特币诞生以来，虚拟货币蓬勃发展，给世界范围的
科技创新及金融创新注入新动力。虚拟货币的诞生及发展也给传统
的金融监管带来了新冲击，国际社会也及时做出回应，力求在鼓励创
新与有效监管之间达到平衡。

（3）配合调查义务，对汇报行为保密、提供资料、冻结资金
等。

洗钱行为中涉及的资金必须是犯罪所得，即必须是实施上
游犯罪的所得，没有上游犯罪也就没有后续将其所得合法化的

是我国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手段。虚拟货币从法律属性及运作机制

洗钱行为 , 上游犯罪就是反洗钱的打击对象。洗钱行为最开始打

上冲击了反洗钱及外汇管制制度，
给两者带来了新课题。

击的上游犯罪是毒品犯罪，后来打击对象即上游犯罪种类越来
越多。

洗钱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将犯罪所得合法化，即“洗白”。
据 OECD

中确定其附件一、附件二所列罪名为洗钱上游罪名。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联席合伙人，执

地，使得当地执法机关很难获取有效证据。c. 起诉环节。由于没有单

业律师，拥有证券从业资格。
擅长业务领域为

独的洗钱罪，很难将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直接关联，故洗钱行为经常

商事争议防范及解决、复杂并购重组、交易结

不被定罪。

置、
反洗钱。

为应对贩毒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国际社会逐渐达成广泛共识，各
国均建立及落实了反洗钱政策。
（一）洗钱三阶段及反洗钱三义务
1、洗钱具体方式很多，但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为洗钱上游犯罪 ; 依据英国 PoCA, 上游犯罪是指所有罪行。
（三）跨境洗钱与“双重犯罪”、“单一犯罪”
由于金融跨境的便捷性及不同国家 / 地区金融、法律制度
的差异性，特别是对于洗钱行为“友好”离岸金融地的存在，洗钱
者往往会在不同国家、不同金融机构、不同币种之间进行资产转
移，以完成洗钱及阻隔调查。这种资金跨境流动给反洗钱调查及
起诉带来了困难。
如，甲在 A 国的上游犯罪所得被转移到 B 国银行，B 国银行
未能充分履行反洗钱义务，帮助甲持有犯罪所得。B 国执法机构

度及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使得简单的存现变得很困难。洗钱者便

应不应该认定甲及 B 国银行有洗钱行为 ? 毕竟，甲的上游犯罪

开始使用更复杂的入账技术，如 : 混同。把犯罪所得资金与合法资金

不是在 B 国境内发生的。

实物资产被重新出售的资金来源就是合法的。
（2）分账，即隐藏资金痕迹。
洗钱者使用各种方法隐匿资金轨迹，
切断追寻线索。
如不同账户间互相转账，向离岸地转账，壳公司之间虚
假交易。
（3）融合，即资金以合法方式重新进入经济循环。融合是洗钱的
最后一步，经过入账、分账的资金要以合法面目重新出现。如通过虚
假交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分红，信托的分配；或以贷款方式提供
资金；或是赎回投资取得资金等。

LAW FIRM

起诉犯罪）
，如香港地区将所有严重犯罪（应被起诉犯罪）
都确定

现金存入银行。由于各国金融机构施行了更严格的客户背景调查制

司虚假营业，产生合法收益 ; 直接购买实物资产（珠宝、房产等）
，这些

BEIJING

另一种是英国法律模式，其规定上游犯罪可以是所有罪名；
具体说，依据英国 CJA 规定，上游犯罪是指所有严重犯罪
（应被

（1）入帐，即犯罪所得进入金融体系。最简单的就是将犯罪所得

（商店、酒店、货币兑换中心经营资金）混合在一起 ; 设立壳公司，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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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罪名是洗钱的上游犯罪，中国《反洗钱法》及《刑法》将 7 种

前，执法机关在应对洗钱行为上存有诸多困难：a. 发现环节。由于金

离岸金融服务的存在，洗钱者往往在发现被调查后将资金转入离岸

构设计、涉外争议解决、涉外并购、资产跨境配

罪的具体罪名，如美国 18 USC Section 1956(c)(7) 规定了 170
罪名确定为上游犯罪，新加坡在《贪腐、毒品及其严重罪行法案》

及在金融系统内流动这些关键环节做到及时发现。b. 调查环节。由于

田小皖

各国对于上游犯罪的规定有两种模式 : 一种是列明上游犯

统计，洗钱每年涉及全球 2%-5% 的生产总值。在未建立反洗钱机制
融机构要遵守保密义务，所以执法机关很难在 “脏钱” 进入金融系统

罪行为的，则甲及英国银行可能构成洗钱罪。
如香港即采用 “单
一犯罪”标准。
后来，英国 PoCA 对此进行了修正，采用了 “双重犯罪” 标
准，即行为发生地法律及英国法律都认定该行为是上游犯罪行
为的，英国才有可能以洗钱罪追究甲及英国银行。
如新加坡就采

（二）何为“上游犯罪”？

反洗钱是国际社会打击犯罪及恐怖主义的重要制度，外汇管制

一、国际反洗钱机制介绍

最初，英国 CJA 采用“单一犯罪”标准，即不论行为发生地
如何评价该行为，只要依据英国法律，该行为构成洗钱的上游犯

在查办跨境洗钱行为中，执法的难点在于一国对于发生在
另一国的犯罪行为如何评价。
对此，国际上有两种模式，即“双重
犯罪”标准及“单一犯罪”标准。
在 “单一犯罪” 标准下，不管甲的上游犯罪是在哪个国家发
生的，只要 B 国认为若甲的行为发生在 B 国也是洗钱的上游犯
罪行为，则甲及 B 国银行就构成在 B 国的洗钱犯罪，应在 B 国
被追诉。
在 “双重犯罪” 标准下，只有甲的行为在 A 国和 B 国（若甲
的行为发生在 B 国）
都构成上游犯罪时，则 B 国才可能认定甲及

用了“双重犯罪”标准。
（四）逃税与反洗钱
近些年来，在 OECD 及 G20 的推动下，反洗钱政策也被用
于打击逃税行为。特别是税率较高的在岸地国家，他们饱受逃税
带来的财政危机，更是有动力推动以反洗钱政策打击逃税。
甲是 A 国纳税人，本应向 A 国纳税，但甲未如实申报，逃避
纳税，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将逃税所得合法化。
如果 A 国将逃税罪
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那么帮助甲隐藏转化逃税所得的金融
机构的行为就可能构成洗钱罪。
对此 , 比较典型的立法模式为：1、在英国 CJA 下，若逃税
行为达到严重罪行的标准，即该逃税行为若发生在英国且达到
应被审判的程度，则该行为即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英国 PoCA
对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有更为宽泛的描述，即任何犯罪行为都
可以是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不再要求是严重犯罪，故逃税行为可
以构成洗钱罪的上游犯罪。2、美国、香港、新加坡等都明确将逃
税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同时，也有部分国家，如中国，未将逃税罪列为洗钱行为的
上游犯罪。
（五）逃税与跨境洗钱
对于离岸金融机构而言，如果逃税行为发生于在岸地，逃税
所得资金被转移至离岸地金融机构，且离岸地金融机构有协助
行为，那么离岸地执法机关会认定行为人及离岸地金融机关有
洗钱行为吗？对此，1、需要看该离岸地对于洗钱上游犯罪的定义
是否包括逃税罪；2、该离岸地采用 “双重犯罪” 标准还是 “单一
犯罪”标准。
如离岸地采用英国 CJA 立法模式，则其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定义为任何严重罪行，即包括逃税，且英国 CJA 采用“单一犯罪”
论，即不管逃税行为在发生地
（国外）
是否构成犯罪，若该逃税行
为发生在本国构成犯罪的，离岸地便可以洗钱罪追诉协助金融
机构。
如离岸地采用英国 PoCA 立法模式，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定
义为任何罪行
（即不再要求为严重犯罪），且 PoCA 采用“双重犯
罪” 论，即该逃税行为必须在发生地及离岸地当地都构成犯罪
的，
离岸地才可能以洗钱罪追诉协助的金融机构。

B 国银行在 B 国构成洗钱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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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甲是 A 国税收居民，未向 A 国税务机关如实申报，
逃税 100 万美元。
甲在 B 国银行开立账户，将 100 万美元存放
在该银行账户，该银行对甲逃税行为是知晓且提供协助的。
在 CJA 模式下，如果甲在 A 国逃税 100 万美元的行为发生
在 B 国也是严重犯罪的话，
则甲及 B 国银行构成洗钱罪。
在 PoCA 模式下，只有甲的逃税行为被 A 国及 B 国（如果
该行为发生在 B 国）都认定为犯罪行为时，甲及 B 国银行才会构
成洗钱罪。
实例分析：
开曼

1、
上游犯罪。
如以虚拟货币为对价出售违禁物品来筹集资金。
2、入账、分账、融合。在虚拟货币与法币之间相互转化，将大
额虚拟货币资金分割为多账户、小数额，在不同账户间、不同地

行者及交易平台，理由是，Ripple 币与法币可以自由兑换，故发

并放置入金融系统。

行者及交易平台在未取得许可的情况下从事货币支付业务，未

FATF 在 2014 年发布了报告《虚拟货币 - 定义及潜在反洗
钱、反恐怖融资风险》，较为全面的总结了虚拟货币对反洗钱、反
恐怖融资的挑战。FATF 认为虚拟货币可通过网络传输，易于匿
名融资，匿名支付 , 很可能被用于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虚拟货

国外的逃税行为不会被开曼认定为犯罪，故不满足 “单一犯罪”

得执法机关很难在某个机构、某个地点进行执法行为。基于虚拟

标准或“双重犯罪”标准。

货币的网络特性，虚拟货币易于跨境转移、跨平台转移，更增加

尽管国际社会就开曼这种变相鼓励逃税洗钱行为向开曼施
加了很大压力，但目前为止开曼依然坚持上述立法。
瑞士

了反洗钱执法难度。
如：犯罪份子在网络上出售违禁物品获取虚拟货币，然后
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未严格执行客户身份调查程序）以虚假身
份注册很多用户，将获取的虚拟货币拆分成小额存放在这些账
户，再将这些账户内的虚拟货币在不同平台出售给国外买家，将
非法所得转化为法币存放在国外账户。
在上述环节中 , 虚拟货币的流动代替了货币资金的流动，

在 FATF 2012 年建议前，瑞士立法跟开曼持有同样观点。

但因很多国家 / 地区并未要求虚拟货币发行者或交易平台履行

当时瑞士刑法并未将逃税列为刑事罪名，故 “单一犯罪” 标准或

反洗钱义务，故使得国际社会基于金融系统的反洗钱努力很大

“双重犯罪”标准在瑞士都不会被满足。
但随着 2007 年、2011 年

程度上落空。使用、交易、提现虚拟货币本身并不违法，若不在上

美国政府针对 UBS 的两起诉讼及 FATF 2012 年建议的公布，

游环节落实反洗钱制度，使得传统金融机构很难在最后 “提现”

瑞士对此进行了修正，涉及金额 60 万法郎以上的逃税才被认定

环节起到阻拦作用。

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故现在瑞士的金融机构要对客户的税务
合规做调查。
新加坡
在 FATF 2012 年建议之前，新加坡也未将逃税视为洗钱罪
的上游犯罪。
但随着 FATF 2012 年建议的公布实施，新加坡修
正了立法，将本地及国外的逃税行为视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故
目前新加坡金融机构需要对客户的税务合规做尽职调查。

二、
虚拟货币

币支付业务及洗钱罪名定罪。

拟货币交易平台上，使用现有金融系统将虚拟货币转化为法币

币的发行者及交易平台并未建立或严格执行反洗钱制度，也使

名，
而且开曼金融机构也没有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展金融交易”，最终 Liberty Reserve 的创始人被以非法从事货

Ripple 币处罚案，2015 年，FinCEN 拟处罚 Ripple 币的发

由于开曼没有任何直接税种，也没有逃税罪名，发生在开曼

助甲持有、隐藏逃税所得的，开曼执法机关不会认定其洗钱罪

终认定“虚拟货币很容易转化为法币，是价值的标示，被用于开

理位置间、不同平台间转移虚拟货币，混淆非法资金来源，在虚

币无中心化的特点，导致缺乏履行反洗钱义务主体，很多虚拟货

A 国税收居民甲将其逃税所得转入开曼，开曼金融机构帮

各国立法、执法机关针对上述挑战，逐渐从立法、执法上做
出回应，力争赋予虚拟货币法定货币的地位，以此要求虚拟货币
发行方、交易平台落实反洗钱义务。
美国监管
美国联邦反洗钱制度包括两部分：1、金融机关有义务建立、

履行反洗钱义务。最终 Ripple 币的发行者及交易平台认罚。
基于上述认识及案例，在美国境内的虚拟货币的发行者、交
易平台都应履行反洗钱义务。
与 此 相 同 的，欧 盟 理 事 会 第 5 次 指 令 (Fifth Money

三、中国实践
（一）反洗钱
中国充分履行了有关反洗钱的各种国际条约及指导意见，

洗钱行为的上游犯罪，依据《反洗钱法》第二条及《刑法》第
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我国并未将所有犯罪都认定为洗钱行为的
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

（二）虚拟货币政策方面
目前中国对于虚拟货币持 “一刀切” 的禁止态度，主管部委
在 2017 年 9 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一

月共披露六期外汇违规案例，涉及 103 个处罚案件。

被处罚对象

数量

银行

30

务。故虚拟货币平台机构目前均不在中国地区运营，不在中国地

在虚拟货币发行方及交易平台的反洗钱义务方面，2013 年

见适用于对虚拟货币的发行者、交易平台进行反洗钱起诉或处

别，要求用户使用实名注册，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各金

罚。比较典型的案例如下：

融机构、支付机构以及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
如发现与比特币及其他虚拟商品相关的可疑交易，应当立即向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并配合中国人民银行的反洗钱
调查活动；对于发现使用比特币进行诈骗、赌博、洗钱等犯罪活
动线索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后续案例处理中，也有司

处罚理由及数量
未尽审查交易义务
《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其他

机构
用汇企业 33

兑换服务，不得为虚拟货币提供定价及信息中介服务等平台服

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应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对用户身份进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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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据上看，外汇管理局自 2017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再重申在中国境内禁止发行虚拟货币，禁止虚拟货币与法币的

务。在过去十年中，美国联邦检察官及主管部门也成功将上述意

BEIJING

要取得外汇经营资格。在事实上，随着各种“稳定币”的出现，“稳

诈骗犯罪”七个罪名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功能，
但无法定清偿功能。

认为虚拟货币不是货币资产，故其未开展货币支付业务。
法院最

行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也未在中国境内经营外汇业务，故不需

上游犯罪，而只认定“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

登记、交易等服务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即“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

（一）
虚拟货币的出现为洗钱行为各环节注入了新元素

虚拟货币因其发行主体非国家化及运行机制特殊化在中国
法律意义上确实不属于外汇，虚拟货币交易也不属于外汇交易

场外交易的资金跨境流动、外汇兑换活动形成了巨大的市场。

发行者、交易平台是从事货币支付业务，故其应履行反洗钱义

也用它进行洗钱和规避外汇管制。

付手段和资产：（一）外币现钞，包括纸币、铸币；（二）
外币支付

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代表物，有如下功能：1、交换功能；2、账户功能；3、价值储藏

2013 年间洗钱数额涉及 60 亿美元。Liberty Reserve 的创始人

条例所称外汇，是指下列以外币表示的可以用作国际清偿的支

服，且“稳定币”场外交易量巨大，使得以“稳定币”为媒介，借助

12 月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了比特币

假名注册账户，以虚拟货币支付时隐匿账户信息，在 2006 年至

但《外汇管理条例》仅将外汇定义为法币及其转化物，即“本

构也具备丰富的反洗钱实践经验。中国的反洗钱制度建设得到

币交易平台的主要交易参与者还是中国居民。

多不法份子不但使用虚拟货币来购买 / 出售违禁物品及服务，

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

定币”与美元直接挂钩，使得虚拟货币与法币兑换的波动性被克

货币是否属于货币，虚拟货币的使用者、发行者、交易平台的地

“Liberty Reserve”案，2013 年，联邦检察官以洗钱罪起诉

项下外汇需求需经批准”的原则，明确在中国境内经营外汇业务

从法律、法规、操作规范方面建立了完备的反洗钱制度，金融机

中国居民使用、交易虚拟货币。事实上，很多虚拟货币及虚拟货

Liberty Reserve 的创始人，联邦检察官认为其平台帮助用户以

度。
《外汇管理条例》确立了 “经常项下外汇需求不予限制，资本

外汇资产”，并未将虚拟货币列为外汇。

罪。但是上述反洗钱制度并未考虑到虚拟货币的威胁，对于虚拟

中心化、支付成本低、匿名等特性，加之法律定性的难题，导致很

以《外汇管理条例》为基础，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外汇管理制

外币有价证券，包括债券、股票等；（四）
特别提款权；
（五）
其他

区推广业务。但因为虚拟货币网络化特性，上述法规不可能禁止

稳定币已经被很多人接受为价值转移工具。基于虚拟货币的去

（三）外汇管制方面

凭证或者支付工具，包括票据、银行存款凭证、银行卡等；
（三）

FinCEN 在 2013 年对此发表了指导意见，认为虚拟货币的

能被用来支付税金、偿还债务等）
，但比特币、以太币及 USDT 类

钱义务没有机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细化。

采取预防措施 , 即客户尽职调查、可疑交易报告。

遵守反洗钱制度；2、联邦法律将洗钱及相关活动确定为刑事犯

位是什么，立法者、执法者及被执法者产生过很多争议。

但随着 2017 年“一刀切”的禁止政策，我国虚拟货币的反洗

Laundering Directives) 也明确要求虚拟货币平台及钱包方要

依据 FATF 的定义，虚拟货币是基于共识产生的价值电子

虽然虚拟货币在法律上还不被认定为法定支付工具（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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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40

25
5

虚构商业交易换汇
《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29

其他

4

地下钱庄换汇《个人外汇管
理条例》第三十条

19

蚂蚁搬家分拆换汇《个人外
汇管理条例》第七条

16

其他

5

通过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外汇管理机关的执法目前仍然集
中在较为传统的外汇流动方式，即企业端的虚假贸易，个人端的
地下换汇及分拆换汇。外汇管理机关并未对以虚拟货币为媒介的
外汇流动做任何回应，缺少回应的主要原因是：1、
《外汇管理条
例》等法规对虚拟货币的性质缺少定性，而且外管机关也未在执
法实践中做突破解读；2、虚拟货币的运行技术给外管执法带来
了难度，炒币、换汇、投资很多时候界限并不明显。
从人民币以充
值方式进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到以外币方式提现至境外账户之
间加入很多其他环节，如币值波动、金融产品加入等，使得从人民
币至外币的过程复杂化，不像传统的地下钱庄操作那样明显，上
述变化给外管机关执法带来很大困难。

法机关确认平台机构应“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等法
定反洗钱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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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大宗动产质押——风险与化解
PLEDGE OF BULK COMMODITIES – RISKS AND SOLUTIONS

一、概述
动产质押融资，是指银行以授信人自有或第三人所有的动产为
质押担保，以一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商业承兑汇票保
贴、国际信用证等形式发放贷款，用于满足企业物流或生产领域配套
流动资金需求的授信业务。动产质押融资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原材
料、半成品及产成品等均可以作为质押物，物尽其用，解决了生产型
企业商业流通领域资金困难问题，有利于企业存货资产和资金周转。

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

最高院并无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亦不统一，

并列的两个案由，据此同一案件中可并存上述多个法律关系存

在认定上当事人之间与法院存在非常大的争议。一旦认定银行

在复合案由。
例如（2017）最高法民再 148 号一案的案由为金融

的质权未设立，则银行不享有担保物权，无权通过拍卖、变卖质

借款合同纠纷、
保证合同纠纷、质权纠纷和委托合同纠纷。

物优先受偿，银行债权有可能得不到实现。从法院案例看，质权

动产质押监管是物流服务和金融服务相结合的创新型业务
值服务，但此中也衍生了诸多诉讼纠纷。笔者筛选了最高人民法

资金的正常周转。

院从 2016 年至今有关动产质押的 60 余件案例，进行了仔细研

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
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
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

人，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原青岛市中级

权人为质权人，交付的动产为质押财产。”在动产质押融资业务，借款

人民法院资深商事法官。
擅长业务领域：公

人为担保及时还款，将自有动产出质给款项的出借方，为质押担保法

司法纠纷、商事合同纠纷、金融纠纷，尤其擅

律关系中的出质人，款项的出借人也就是银行成为质权人，双方存在

长于疑难复杂的股权转让纠纷、公司决议纠

借款法律关系和质押担保法律关系。同时，
物权法第 112 条规定：“质

纷、涉及担保物权的金融借款纠纷等重大商

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
” 质权的设立还必须以出质财产的

事诉讼，以丰富的司法实践和精专的专业知

转移占有为标志，即动产由出质人转移给质权人占有。且出质的动产

识为当事人谋求最大诉讼利益。

多为流通产品或半成品，用于银行融资的大宗动产，主要是指可进入
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在金融投资市场，大宗商品指同质化、可
交易、被广泛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商品，如原油、有色金属、钢铁、
农产品、铁矿石、煤炭等，包括 3 个类别，即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和
农副产品。从司法实践来看，用于质押的大宗动产有煤炭、稻米、玉
米、棉花、辣椒干等，甚至还有扒鸡。银行自身并不从事存储业务，对
出质财产价值也不存在专业的认定，银行经营该项业务，采取与出质
人（债务人）、监管人三方签订商品融资质押监管协议，委托仓储公司
或物流公司核收出质动产并履行监管义务，监管费用一般约定由出
质人承担，由此产生委托和保管法律关系。因此，动产质押融资诉讼，
涉及三种法律关系：借款人与出借人的借款法律关系；出质人与质
权人的动产质押法律关系；质权人与保管人的委托保管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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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应如何界定，立法机关和

进，也可以新质押物或保证金来置换，相当灵活，满足了企业存货和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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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

模式，是动产融资担保的主要方式，也为物流企业创造了新的增

流通领域、非零售环节，具有商品属性并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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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 法条是抽象

同时，在最高额质押和动态质押的场合，质押物在质押期内可出可

动产质押所建立的法律关系。物权法第 208 条规定：“为担保

管金伦

从案由上，依据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

未设立主要有两种情况：出质财产不存在，存在虚假交付；出
质财产未交付或仅部分交付。
前者主要存在出质人虚假出质、出
质财产为他人财产、权属不明等，后者主要在于交付的认定标准
不统一。

究分析，厘清最高院对该类案件的裁判思路，明确银行此类案件

最高院大部分案件均依据物权法第 212 条来认定质权设立

诉讼风险所在，以期更稳妥保护银行权益。金钱质押也属于动产

与否，但也有案件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 88 条 “出质人以间接

质押，但金钱的交付及保管与实物动产不同，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占有的财产出质的，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

之内。

交” 的规定认定质权已经设立，如最高院在 “青岛佳施化工有限
公司、重庆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
判监督一案” 中认定：“佳施公司与商投集团公司签订《动产质

二、
动产质押融资纠纷中银行的风险

押合同》以其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

一般人的认知标准，对 10 公斤煤的数量、占地面积有一定

有人时视为移交。”“《质押物转移占有及保管合同》
约定，佳施公

认知，但对一万吨煤、10 万吨煤占地多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银

司为履行与商投集团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约定的义务，需将质

行是专门从事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的金融机构，银行工作人

押物转移交付给商投集团公司占有。
又约定，佳施公司将质押物

员对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办理票据贴现等是专业的，但

的货权凭证交付给商投集团公司，并自交付之日起由商投集团

对大宗商品，并无鉴定能力，也无储存场地，故银行委托第三方

公司实际占有质押物。还约定，佳施公司质押物均由丽星公司、

核收债务人出质的财产并进行监管，解决了自身无专业审查能

丽东公司保管，自本协议生效后委托人由佳施公司自动变更为

力和储存能力的问题，
但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商投集团公司。
二审认定合同约定了两种交付方式，本案指示交

（一）质权未设立的风险

付完成，质权已经依法设立。
” 即最高院认为当事人签订了质押
物转移占有合同，合同约定了委托保管人变更为质权人，合同生

物权法第 212 条就动产质权的设立明确规定：“质权自出

效则质权设立，即便合同还约定了物权凭证的交付。
此种合同签

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质押财产为动产，物权法 25 条、26

订即构成交付的认定不无疑问：出质财产是否完成了转移占

条、27 条规定了动产交付的三种方式，单个物品的交付是非常容

有？质权人占有、控制质押财产的标志是什么？而在第 111 号指

易接受和理解的，但 20 万吨煤炭或者 5 万吨玉米等大宗商品的

导性案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诉广东蓝

交付，对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只能有赖于专业仓储公司的参与

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案（2015）民提字第 126

以及表征物权的仓单、提单的交付来实现交付。
物权法第 26 条

号” 中，最高院至少认定提单的交付构成物权法第 26 条的指示

也规定了指示交付，以实现大宗动产交付的便捷：“动产物权设

交付，产生所有权转移或质权设立的效果。

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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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质财产价值不足的风险：质权未设立与质权落空
分为两种情形：出质财产不存在或者为他人财产或者少量
出质，质权未设立，各方因质权未设立导致债权人债权不能清

法民申 1014 号山东禹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福润

判决……判定天门棉花公司承担赔偿天门农商行损失的全部责

担相应责任。
故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应判定商业储运公司对水果

禽业食品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再审案，在该案件中，法院判令

任亦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天门农商行在履行
《三方监管协议》

湖支行质权不能实现部分承担 80% 的补充赔偿责任为宜。
” 上

银行与出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时，仅依据恒泰米业公司提供的评估报告认定质押稻谷数量，未

述案件中一审、二审均认定银行不承担责任，但最高院认定银行

依约对质押物进行过磅清点，导致实际质押物数量与清单数量

未履行相应审查和注意义务、放任质权的不能实现，自行承担

不符，对质押物不足额具有主要责任。
天门棉花公司则应承担次

20% 的责任。

偿，依据各自过错按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法院认定质权已经设

（四）在质权未设立或质权落空银行向监管人追责时，法院

立，因监管人的原因导致质物流失，由监管人承担赔偿责任，债

基于银行未尽审查义务判令银行对损失的发生承担比例不等的

权人有过错的，按照过错比例承担一定责任。
认定质权人的过错

责任。

程度，以质权人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为审查重点。
从最高院的案
例看，出质财产的权属、出质财产入库数量、监管仓储场地容量
等，
均为质权人的审查义务。
无论是质权未设立还是质权设立后落空，银行均不能通过
质押财产受偿。
（三）不能返还质押财产，
银行被索赔的风险
质押的目的是作为向银行借款的担保，一旦银行认可质押
财产已交付质权已设立，在债务人偿还贷款之后，质权人就承担
返还质押财产的义务，本来作为对债权人有效保障的制度有可
能让银行陷入赔偿风险。
物权法第 215 条规定：“质权人负有妥
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 219 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
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
”
从最高院的案例看，至少有 5 个案例判令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在
“大连金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
行、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再审（2017）最高法民
申 93 号”一案中，最高院认为：“虽然中外运公司与中信银行签
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后，又将涉案钢材交由鹏拓公司实际占
有，但不影响中信银行作为质权人在法律上系涉案钢材占有人
的事实，不能免除中信银行依法应承担的返还质物的义务。
” 在
（2017）最高法民申 92 号、1260 号案中作出了同样的认定，认为
民生、
浦发银行大连分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2017）最高法民申 3657 号案中，第三人为债务人清偿
了债务，债务人与之签订协议将质押财产所有权转让给了第三
人，并交付了提货权利凭证，法院认定构成物权法第 26 条的指
示交付，质物所有权已经转移，“祺祥公司向金广公司转让案涉
钢材提货权，并将提货权利凭证交由金广公司，也就是将质物的
返还请求权让与金广公司，故应认定祺祥公司以指示交付方式
向金广公司交付了案涉钢材，金广公司取得了案涉钢材的所有
权。
”“金广公司在受让提货权后向浦发银行提货，该行虽向中外
运公司出具了
《提货通知书》
、中外运公司据此出具了
《质物出仓
作业单》
，但因质物已不存在金广公司未提取到钢材，浦发银行
未完成质物的现实返还义务，……浦发银行应向质物受让人金
广公司承担不能返还质物的赔偿责任。
” 甚至发生由于对质押财
产标识不明处分了他人财产导致银行赔偿案件，见（2018）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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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审查义务，在于商业银行法第 36 条的规定：“商业
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
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
性进行严格审查。”该条款实际上属于概括性、原则性条款，要求
银行必须对保证人质物的权属和价值进行严格审查，可以说是
银行的法定义务，银行对借款人的审查义务本属于应有之义务。
但对质物权属的审查，对银行而言，只能停留在形式性审查上；

要责任，可酌情承担 40% 责任。
”
债权人承担 70% 的责任。
最高院公报案例大连俸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外运辽宁储运公司、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中，该案一审认为银行未尽

第三人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债

到审查义务对损失自行承担 20% 的责任，二审依据《商品融资

权人明知质物是不存在，更无法将质物交付仓储公司，其本身存

质押监管协议》
、
《出质意向清单》
、
《拟质押商品初始盘点表》
等

在过错，保管人在债务人、债权人在先过错导致质权无法设立的

证据认定银行贷前审核亦委托仓储公司完成，一审判令银行自

情况下，其未尽合同约定审查义务，其对质物不存在也是明知

负 20% 的责任并无依据，据此改判仓储公司在银行不能实现的

的，
应承担次要责任，据此仅判令仓储公司承担 30% 的责任。

债权范围内承担全部补偿赔偿责任，再审中，最高院认可“本案

对质物价值的审查，银行并不是专业价值评定机构，有权委托专

在 2018 年 12 月 18 日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申 5924 号

业机构审查，认为银行的法定义务不可转让和委托的观点是错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合

误的。在 “天门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湖北天门农村商业银行

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院一方面认为：

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案（2018）最高法民再 97 号”中，最

“中储大连分公司作为《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中的质物监管

高院认定：“金融机构进行动产质押监管业务主要就是通过具

方，负有对案涉质物进行审核、查验的合同义务。在港湾公司未

有专业资质单位的监管，有效管控担保财产，弥补其在资产管理

实际交付质物情形下，中储大连分公司在《货物入库质押申请 /

专业性方面的不足，降低放贷风险。” 在（2017）最高法民再 148

批准单》
《质物库存表》
上盖章，并在
《委托质押监管通知书》
上盖

号案中，最高院认定：“本案中，相对于借款担保的债权债务关

章确认收到质物，孙玉峰基于对包括中储大连分公司上述签章

系，工行白山分行委托武商储长春分公司进行质物监管是相对

等行为的信赖，向港湾公司发放借款。
”据此认定：“因质权未设

独立的另一法律关系，法律并不禁止，亦符合社会分工细化的发

立，导致孙玉峰及孙乔无法实现质权，主债权无法得到保障，中

展趋势与规律及行业惯例。专业仓储监管人依约对质物进行查

储大连分公司上述行为存在过错，显属违约。
” 由此应判令仓储

核、占有和控制，委托监管的内容围绕贷前审查义务和实现质物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主要责任，二审仅判令仓储公司承担债

占有而展开。
在质权设立过程中，委托监管实质系辅助工行白山

权人执行之后仍不能清偿部分 30% 的补充责任，最高院对此认

分行进行贷前审查。
” 据此，银行是完全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

为：“本院认为，因合同约定不明，原审有权行使裁量权，裁量幅

审查监管的，
包括对动产的接收。

度符合本案实际，于法有据。”

但最高院对银行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审查义务导致损失所

银行未尽审查义务，承担 20% 的责任。2018 年 8 月 31 日

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从判例来看是相当不确定的，从判令银行自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司、汉口银行

行承担承担 20%、60%、70%，直至不承担责任，在判例中均有

股份有限公司水果湖支行合同纠纷”系列 8 案民事判决中，最高

体现，也有高院判令监管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最高院改判银

院认定：“商业储运公司未尽合同约定的监管义务，就监管质物

行自行承担 20% 的责任，这种不确定性让银行无一定标准去履

短损存在过错，再审期间商业储运公司仍未能就其存在免责事

行其审查义务。

由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水果湖支行因其过错导

债权人承担 60% 的责任。在 2018 年 4 月 8 日作出的
（2018）最高法民再 97 号“天门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湖北天
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再审”一案中，最高院认
为：“依据
《三方监管协议》第六款的约定，监管期间如出现委托
保管的质押物缺失、短少，由天门棉花公司赔偿天门信用社的损
失。
但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认可 2、3、4 号仓库最
大库容量无法存放足额的稻谷，有证人证实稻谷存放后无进出
仓情形，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保管的质押物有缺失、短少。原审

此前在 2017 年 11 月 30 日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再 148
号白城市惠农农业担保有限公司、武汉市商业储运有限责任公

致质物减损而受到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质权设立即质物移
交之时，水果湖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审查信诚和公司提
交的足以证实质物所有权、质量、品质的资料
（包括且不限于购
销合同、增值税发票、报关单、货运单、质量合格证买卖合同等）
以确定质物权属、数量、价值。
但水果湖支行作为债权人和质权
人在质物移交时未到场核实清点确认质物，对自己质权的实现

贷款发放的流程系监管人履行核实义务及质权成立在先，贷款
合同签订和贷款实际发放在后。故案涉债权系债权人基于对监
管人的专业监管能力及质权担保的信任而产生，监管人关于质
物情况的报告，对债权人考量债权的实现是否存在风险以及决
定是否放贷具有影响。
监管人应谨慎、勤勉地履行监管义务。
”但
仍然认为：“在借款担保法律关系中，当债务人或担保人以不宜
实际转移占有的大宗货物出质，商业银行委托专业监管机构核
实并监管质物，仍然不能免除商业银行的注意义务。”“案涉粮仓
中堆放的水稻，绝大部分为金囤仓储公司虚假出质，工行白山分
行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完全尽到注意义务。工行白山
分行轻信武商储长春分公司作出的核查结论，对于质押财产不
足导致债权不能全部受偿的风险，应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
” 据
此酌定仓储公司对不能清偿的债权承担 80% 的责任，即银行自
行承担 20% 的责任，
又回到了一审的认定。
依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债权人（委托人）不承担责
任。
2018 年 11 月 28 日作出的（2018）最高法民申 2872 号厦门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白马支行
合同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一案中，最高院认为：“根据《动
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因质物短少造成的损失 35115847 元
应由中远公司承担，招行白马支行的法定审查义务不影响中远
公司依约需承担的合同责任”，“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
第 4.4 条“丙方（中远公司）违反上述约定造成质物短损灭失，甲
方质权落空导致质物价值不足质物最低价值的，承担不足部分
的赔偿责任”的规定，中远公司应当对委托人招行白马支行承担
违约责任，其责任范围依约应限于质物清单中应当移交的质物
价值与实际变现及以物抵债后价值的差额，即质物短少损失
35115847 元。
”从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质押监管协议中对各
方权利义务以及后果的承担，
作出明确的约定，非常重要。

疏于管理并放任质权不能实现的风险放大，亦存在过错，也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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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监管人的仓储能力进行基本的审查。一个只能仓储

行为。合同法第 135 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

15 万吨煤的洗煤厂，是无法储存 20 万吨的，2、3、4 三个粮仓总

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

共只能储存 5 万吨玉米，质权人主张设立了 7 万吨的质押，法院

务。
”质押合同签订后，也必须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否则质权

是不会采信的。

人无法实际支配、控制标的物。
出质即转移占有，质权人不持有

（4）向监管方取得可提取标的物的物权凭证。提单、仓单等
物权凭证是主张质权和所有权的有效凭证。在银行履行了基本
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后，法院一般会认定提单、仓单的交付象征
着质权的设立。
即便质物灭失质权落空，监管人也应向质权人承
担赔偿责任。
（二）通过仓单、
提单的交付设立有效的质权
仓单、提单，是为了解决大宗商品交付的困难及交易的便捷
而产生的物权凭证。
海商法第 71 条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
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
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
三、
银行动产质押风险的化解
虽然个案基于具体案情不同而导致结果不同，但最高院
特定法律观点和意见上尺度和标准不统一，将导致当事人无所
适从，弱化了法律的导向功能。
笔者试图从银行应尽的审查义务
及质权的有效设立角度，建立银行债权人免责的标准，避免银行

当履行质物交接时，到场验收审查核实的合同义务。“原审判决
未对民生银行武汉分行是否尽到了审查义务以及是否具有过错
予以审查，从而认定由南储公司对华力公司不能清偿借款本息
部分承担全部补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 据此，指令湖北高
院再审。
法律规定了银行的审查义务，更多在于维护交易安全，避免

在该类业务中诉讼风险的发生。
（一）银行应履行基本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
既然商业银行法第 36 条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对保
证人的偿还能力、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
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不管该条款是原则性规定还是宣
誓性条款，法律条文是有效的，银行就应当遵从，履行相应的审
查义务。
该条款并非效力性条款，并不影响交易主体建立的合同
关系。
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申 2872 号案中认定：“综合分
析上述规定，均是相关金融主管部门对银行系统的管理性规定，
若当事人违反这些规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或者民事责任，
但并不当然影响案涉《动产质押监管合作协议》的效力以及当事
人依约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
从最高院的判例看，法院审理动产质押监管纠纷，必须审查
银行是否尽到了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如未审查银行的上述义
务，甚至有可能导致发回重审。
如 2018 年 8 月 24 日最高院作
出的（2018）最高法民申 2673 号南储仓储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湖
北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一案，最高院认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可知，民生银行武汉分行在
贷款审核过程中，对质物的权属负有审查的法定义务；同时依
据三方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关系协议》中 “货到后由三方共同
办理接货验收手续”的约定，民生银行武汉分行作为质权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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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交易风险的发生。
作为交易主体，尽到交易中必要的注意义
务，也是应有之义。法律保护交易相对人在不知真实权利状态下
对权利外观的合理信赖，以维护交易安全。故此类审查和注意义
务，不以牺牲交易便捷为代价，因此更多是形式性审查。
笔者认
为，从司法审查的层面，银行至少应当做到如下审查和注意义
务：
（1）审查借款人出质财产权属的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动产买
卖合同、入库单等交付凭证、打款记录、发票等付款凭证。
该项义
务无法委托监管方审查，除自行审查外，可由法律顾问或者律师
等专业人士审查。履行了该审查义务，即便债务人以他人财产出
质，法院也有可能认定银行善意取得质权，可以有效保护银行的
债权实现。
（2）对交付监管方的出质财产实物进行价值审查。前已述
及，银行并非专业机构，因此可以委托仓储公司对出质财产进
行实质性审查，最高院在（2018）最高法民申 2872 号案中对此
已有定论：“招行白马支行作为质权人通过与中远公司签订协
议的方式将质物的占有、保管交由专门的仓储管理机构代为办
理，并不违反其基于上述规定对质物负有的法定审核义务。”但
作为交易的一方，银行对仓储监管方仍负有必要的注意义务。

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 提单所代表的物
权可以随提单的转移而转移，提单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也随
着提单的转移而转移。
提单的转移就意味着物权的转移，连续背
书可以连续转让，提单的合法受让人或提单持有人就是提单上
所记载货物的合法持有人。
仓单是保管人收到仓储物后给存货人开付的提取仓储物的
凭证。合同法第 387 条规定：“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
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者盖章的，
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
” 仓单是货物所有权的凭证，是提
取仓储物的凭证，它代表仓单上所列货物，谁占有仓单就等于占
有该货物，仓单持有人有权要求保管人返还货物，有权处理仓单
所列的货物。
仓单的转移，也就是仓储物所有权的转移。

物权凭证、不能控制质押财产，从结果上后推也证明质权未设
立。
其次，从另一角度讲，物权法第 178 条明确规定：“担保法与
本法不一致的，以本法为准。”物权法为基本法、新法，就动产质
权的设立当以物权法为准，担保法解释第 88 条规定自当不再适
用。
（三）与监管方建立细致有效的约定，尤其关于监管方的违
约责任和质权人免责的约定
从最高院相关判例看，出质人、监管人、质权人三方监管协
议约定的内容非常重要，合同版本以工商银行约定较为规范稳
妥，对监管人的违约责任有明确细致的约定，但缺陷也非常明
显：有条文约定监管人只采取表面审查的方式。
前已述及，最高
院已经确认银行有权委托监管方代为核查出质财产的价值，故
在监管协议中必须先明确约定监管人对出质财产进行数量和价
值的实质性审查，监管人出具的标有价值和数量的仓单就是其
有效承诺，在银行履行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后，例如让
监管人定期核查质押财产的价值和数量，并出具有效凭证，则一
旦发生质物短少的情况，法院可以认定监管人没有履行监管义
务导致质物损失，应当向质权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尤其在动态
质押的场合，让监管方定期出具质押财产状况，是银行履行必要
注意义务的体现，也是让监管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效依据，
（2018）最高法民申 2872 号案是很好的先例。
其次，明确约定出
质财产由出质人直接向监管人交接，监管结束也由监管人直接
向出质人交付，发生的质物减损灭失责任由监管人承担，质权人
不承担责任，由出质人直接向监管人主张。
在此过程中，尤其在

正因为提单、仓单具备以上物权凭证的属性，只有提单、仓

出质人与监管人进行动产交接时，银行应当履行必要审查和注

单的交付或者背书转让，才发生物权法第 26 条规定的 “转让请

意义务，例如监管交接过程，采取抽检、拍照等方式留存证据，避

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的功能，发生转移占有的效果，其他

免由于己方过失导致责任的承担。

协议的签订如买卖合同或质押合同的签订，不能起到转移占有
的效果。物权法解释一第 18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 “当事人以《物权
法》第 26 条规定的方式交付动产的，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有关
转让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协议生效时为动产交付之时”，也应当仅
指仓单、提单的背书转让。这也是最高院适用担保法解释第 88
条认定质权设立之谬误所在。“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
的，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仅仅签订了
质押合同，即便将质押的事实告知了保管人，物权也并未转移，
试问质权人拿什么让保管人交付标的物？质权属于动产物权，
物权法第 23 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

遵循先例是判例法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律原则，某一判决中
的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该案，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先例而适用于
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所管辖的案件，只要案件的基本事实相
同或相似，就必须以判例所定规则处理。
判例是基于具体个案而
建立的法律规则，判例法的存在更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指导
性案例制度的存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
银行已经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可能个案均有不同，
但希望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例，对此作出统一规范的原则性认
定标准，以对银行业发挥良好的导向作用，规避经营风险和诉讼
风险。

效力。” 除了占有改定情形，动产的转移占有必须有必要的交付

例如采取抽检的形式审查质押财产是否与出质人表征的质量、
价值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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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的刑法禁区
CRIMINAL LAW FORBIDDEN ZONE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
一、金融科技创新的犯罪之殇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北京德和衡
（深圳）
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擅长民商讼
裁、重大涉商事犯罪的刑事控告与刑事辩护、知识产权民、行、刑交叉的疑难复杂
案件。

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
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 1，而金融创新，不过是将
时间跨度、空间跨度进一步延伸。金融创新带来的是融资的活跃以及融资成本
大幅下降，但同时，因延长原始的债权债务链条、扩增受众范围，金融风险也必
然骤增，2008 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就是明证。可见，金融创新伴随的是明确
的图利目的，而为了图利逃避甚至挑战金融监管，其最终结果往往是陷入刑法
禁区，构成各种金融犯罪。金融创新含义广泛，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
新、组织机构管理创新等等，近年来大量涉及刑事犯罪的，主要是金融科技创新
和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科技的发展增加了资金流转渠道，拓宽了金融交易形
态与交易主体，但同时，导致了洗钱、侵犯公民信息等犯罪的多

象吸收资金。其中，第（三）、
（四）
项是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实质要
件，即承诺高额回报和非法向公众吸收资金。

发。近年来，第三方支付开展得风风火火，为便捷支付提供了有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并

力的科技支撑，但从第三方支付技术现世之初，就伴有作伥洗钱

未采取坚决和严厉的查处措施，导致以创新为名非法向公众融

犯罪的恶名，主要是两种涉刑行为：一是第三方支付机构或其

资的各类犯罪行为，愈演愈烈，规模迅猛扩大，还发生了一系列

工作人员明知是犯罪行为，却为其提供资金结算服务，该行为构

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社会管理秩序，以

成洗钱等刑事犯罪，目前较为常见的是毒品犯罪、走私犯罪、赌

至于近年来，司法机关疲于查处，严重地区甚至一时间监管场所

博犯罪等；二是未尽审查义务，为犯罪行为提供资金流转服务，

人满为患：

如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一）众筹、
消费充值返现融资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之情形的，同样具有明确的刑事责
任风险，除非有证据证明第三方机构确实不知情。
即便排除了刑
事责任，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也难以避免。

金融创新不仅仅涉及金融企业，也涉及实体企业，部分企业
为了迅速扩张，采取了众筹资金、消费充值返现等许以高额回报
的形式进行融资，该融资方式符合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构成要件，

除了第三方支付，合法或非法的金融机构为扩大客户范围，
通过网络技术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也非常普遍。而提

吕 宏

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

构成非法集资类犯罪。此类犯罪多发于美容、餐饮、健身、零售等
连锁经营企业：

供个人信息的，则是专门的数据公司，这些数据公司从中谋取了
暴利，并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今年 9 月，魔蝎科技、新颜科技等
多家企业因利用爬虫技术侵犯公民隐私被传接受警方调查，聚

1、深圳“水果营行”非法集资案
2014 年开始，犯罪嫌疑人谢某、伍某、易某等人策划实施，

信立、有盾、天机等也深涉其中，并纷纷暂停爬虫服务。
无论是前

在全国各地以“合伙人众筹”方式，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面向社会

述非法获取数据的金融机构，还是非法提供数据的数据公司，情

吸收投资人投资水果店，每家门店投资人民币 100 万元至 120

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均构成侵犯

万元不等，承诺开店后投资人将获得每月销售额 10% 的回报，

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机关大规模追究相关单位的刑事责任，法

直到取得投入本金的 2 倍为止，并分配公司原始股权，“水果营

律依据明确。

行” 迅速从一家门店疯狂扩张到 20 多个城市 300 多家门店。
2015 年 12 月，深圳、
东莞、广州、杭州多地门店几乎同时关停。

二、金融产品创新的犯罪之殇
金融产品创新涉及刑事犯罪的最突出问题是非法集资。随
着互联网经济的普及，众筹、消费充值返现、P2P 网贷等新型融
资模式极速扩张，表面看是方便了大众消费和投资，实际上该融
资模式往往与我国禁止非法向公众集资的金融监管体制直接抵
触，一旦涉及向公众非法融资，则行为本质上属于非法集资类犯
罪行为。我国对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的界定，主要的法律文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涉及
的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
《解释》第一条
明确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
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
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
列四个条件：（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
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
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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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鑫联众融和实业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
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间，姚某等人在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的情况下，先后以福建鑫联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福建
鑫联众融和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对外推出所谓的 “加油卡优惠
充值活动”，派遣人员在福州市区、福清市区发放宣传单，并通过
老客户介绍新客户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一次性交纳人
民币 5 千元至 3 万元不等的金额后，公司即按交纳金额的
120% 左右分成 12 个月充值返还至充值者的加油卡内，两年多
的时间里共计向郑某、林某、苏某等 5000 多名被害人或单位吸
收资金人民币 4610 万余元。姚某等人将上述吸收的资金部分用
于加油卡充值返还，部分用于公司办公场所租赁、装修、经营开
销以及员工工资等。截至 2015 年 1 月，姚某等人因经营长期亏
损、资金链断裂而无法按约返还充值款，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共
计人民币 2800 万余元。
（二）P2P 网络借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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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众心理不可取。
我国传统思想普遍认为法不责众，在

照，本身即是非法经营，这是金融从业者刑事风险之身份风险；

网贷本应是一些有资金的人群和一些不能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

其二，众多平台自认为可以规避监管，直接或间接存在“资金池”

金融犯罪领域，也存在严重的从众心理。以 P2P 网贷平台为例，

业，都不乏通过高额消费充值返现的方式抢夺市场、积聚现金，

构获得资金的人群，通过互联网进行线上借贷的模式。
互联网借

等明确属于向公众融资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是金融从业者刑事

在最高峰时期，P2P 网贷平台曾达到过惊人的 6000 家，可以说

表面看这些金融行为确实使得企业在短期内获得了收益，实则

贷商业模式的出现，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诸多不足，

风险之行为风险；其三，众多平台为高息揽储，不得不对未来收

当时大部分的平台都明显涉嫌非法集资类犯罪，但是很多从业

却是在刀尖上舞蹈，动辄“车毁人亡”。
实践中，由于存在高额返

也满足了普通工薪家庭和广大小微企业主的短期融资需求。正

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以及明示或暗示保本、

者误判国家的执法力度和决心，采取了从众、观望心理，错过了

现的前期债务，越到后期，越难以维持正常的经营成本，资金链

因为有旺盛的市场需求，P2P 网贷才发展得如此迅猛。
但随着监

保收益、无风险等等，这不仅触及法律的底线，同时，即便起初是

及时纠正、主动退出的最佳时机，至 2018 年国家大规模查处该

一旦断裂，负责人往往难逃牢狱之灾。

管趋严，2018 年 P2P 网贷平台集中爆仓，无论是正常运营平台

善意的金融从业者，对急剧扩大的坏账，也只能通过扩张规模来

类犯罪时，众多平台已经无力退出，最后甚至因为无力兑现，而

的数量，还是贷款余额，均拦腰减半，挤兑危机的体量极其巨大，

摊平，这是金融从业者刑事风险之道德风险。因此，非法集资类

被追究更为严重的集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在法治新时代背景

引发的社会反响甚至是恐慌极为强烈，挤兑风潮、恐慌情绪至今

犯罪是悬在几乎每个 P2P 网贷平台头顶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下，金融从业者需要放弃幻想，放弃从众心理，既已见“尸横遍

仍未完全消退。
在此期间，大量的从业人员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

对部分接近于兑付危机状态的平台而言，更是近于无解的焦虑。

野”，就绝不要再置身其中了。

款罪、集资诈骗罪等非法集资类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教训十分惨

（四）刑事追究的倒查风险。
刑事责任一旦发生，即是客观责

重。
在我国，
P2P 网贷平台金融创新的失败有其客观原因：
三、金融从业者需对刑事法律保持足够的敬畏
1、从经济学角度，就我国现有的信用体制而言，P2P 网贷运
营模式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信用问题堪忧。
我国信用体系刚刚建立，尚未能全面、准确地评
价陌生人的信用状况，出现 “老赖” 概率较大。
且 P2P 网贷平台
的借款方往往是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放贷的客户，这些
客户从总体上来说，还款的能力较差，信用堪忧。
第二，有些平台
的借贷利息过高，借贷利息甚至可能触及法律保护的顶点，即年
利率 24%。对于经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筛选过的所谓不符合

2016 年以来，我国严格依法对金融业违法违规集中整治，
明确表明了国家重整金融秩序、严控金融风险的决心和信心。我
们看到国家几乎没有任何的容忍和姑息，即使是包商银行、安邦
保险发生信用危机、经济犯罪，也被国家相关部门及时披露、接
管，对 P2P 网贷平台、众筹投资等领域的金融犯罪，国家更是给
出了外科手术式打击。金融从业者对于法治新时代的刑事执法
力度应当有更清醒的认识，需对刑事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

任。从理论上说，即便一时未追究刑事责任，只要在法定追诉时
效内司法机关也有权随时倒查责任，因此，没有任何法律人敢保
证，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后续也一定不会被追究。比如，
已经主动退出的 P2P 网贷平台，如果当时的商业模式确实已经
触犯刑法，构成非法集资类犯罪，即便被暂时“豁免”，也不代表
着未来必然不承担刑事责任，须知犯罪行为导致的刑事责任是
客观的、必然的，只要在法定追诉时效内，国家机关随时发现均
可依据刑事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旦实施犯罪行为，则后续一
系列的行为风险、责任风险均相继发生，严重影响个人、企业的
发展，不可不慎。

借贷条件的客户，其承担较高的借贷利息，无可非议。
但是过高

（一）法治新时代的到来。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在金融

的借贷利息，对这些本来就缺乏还款能力的借款人来说，无异于

等商事领域，刑事法律的执行较为宽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雪上加霜。
应该说，如果仅仅局限于以上商业模式，最多就是平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其决心不容质疑。

等主体之间的利益权衡和博弈。
然而，有些猎食者看到商机，承

事实上，随着经济体量的迅速增大，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放纵

诺承担所谓的损失风险，并辗转以平台的资金、信用为担保，促

野蛮生长、无序竞争、单纯重视经济增长量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

成交易完成，这就出现了所谓“资金池”、非法集资等问题。在笔

返了。经济越发达，法治则越严明，否则，我们的经济体不可避免

与较为宽松的交通环境不需要过多的交通规则和警察一

者看来，这就是赤裸裸的庞氏骗局，是以子虚乌有的中间方的所

的会到处“塞车”，甚至“撞车”，“严刑峻法”的时代为期不远，或

样，过去相对低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是相对宽松的刑

谓经济信用，无限放大了本该由个人对个人模式借贷关系的信

者说已经降临。
这个时代正在快速转变为重视规矩与秩序、倡导

事执法力度，导致在金融等商事法律服务领域，重视民事法律服

用杠杆，促成本来不该发生的所谓借贷交易。
毋庸讳言，部分不

公平竞争、崇尚经济增长质量的新时代。无论是国家层面旷日持

务，轻视行政和刑事法律合规审查。但是如前所述，法治新时代

合规的 P2P 网贷平台，做的是保证“垃圾贷”也能够兑付，这在

久高强度的反腐败，还是随之而来的众多商业巨头因涉刑而倒

的到来必然要求严格法治，严格执法，要求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服

经济学上根本无法实现。
而平台又从中抽取所谓的费用，更无异

塌，都在警醒我们，在这样一个法治新时代，必然要求每一个经

务也必须坚持从民事、行政、刑事等多维度、多角度进行综合合

于雪上加霜。
从根本上说，任何承诺保证本金安全甚至是收益安

济实体，无论是个人、公司还是社会组织，都必须谨慎权衡经济

规审查，提供综合法律服务。

全的 P2P 网贷平台，都可能是庞氏骗局，不可不慎。
但是悖论在

行为的法律后果，尤其是刑事法律后果。

于，如果不保证本金甚至收益的安全，在目前竞争激烈的互联网
金融生态圈里，又极难生存。
因此，从盈利的角度说，我国的 P2P
网贷平台运营模式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打磨和加强监管的商业模
式。
2、我国法律对向公众融资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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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的，具有明确的刑事法律风险。
许多企业甚至是全国知名企

P2P 网络借贷平台是不得不说的金融产品创新之痛。P2P

（二）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发现刑事风险及时纠正。如前
所述，在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如果部分金融科技企业能够及时
对数据合规予以重视，P2P 网贷平台在最早的过渡期能及时、主
动、合法退出或是及时纠正非法集资违法犯罪行为，则可以避免
或者减轻刑事责任。但是，实践中多少企业错估刑事政策和金融
政策，最后，不仅仅企业倒闭，
负责人员也锒铛入狱，
令人扼腕。
（三）传统的单纯民事思维的法律服务，还会限制对民事法
律关系的判断，或者叫“一叶蔽目不见泰山”。
比如，对于房地产
企业“首付贷”问题，单纯从民事法律思维领域来看，房地产开发
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
提供的“首付贷”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是，我们一直提示客户，
“首付贷”违反国家购房政策、金融政策，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
行政法规予以禁止，但是既然住建部、央行、银监会三令五申“首
付贷” 属于违法行为，仍然具有被认定无效的可能，依照《合同
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即可
被认定无效。事实上，后来的判例首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

四、金融法律服务提供者应当有民（行政）刑合一的法律思
维

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属于强制性规定为由，明确了以借贷
为常业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从法律实施统一性的角度考虑，我
们认为无论是否具有金融牌照，该行为均属无效民事行为。
与此
相类似的还有比特币的相关纠纷，我们在其最狂热的时期，也坚
持认为这些所谓的币种，危及国家金融安全，普遍存在非法集
资、上下线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属于不可持续的违法甚至是犯
罪行为，不应按照普通的民事纠纷进行处理。后来的司法实践，
也正如我们所判断的那样发展。

（一）传统的以民事合同审查为主导的金融法律服务，虽价

（二）我们同时处于一个金融创新时代，金融嗜血的本性，时

格低廉，却无法有效筛查并规避企业的行政与刑事法律风险。例

时诱惑着金融机构及其从业者不断尝新，刀口舔血，这也意味着

如，部分企业热衷于通过金融手段扩张企业规模，尤其是采用类

违法、违规甚至犯罪的可能性与之俱增。金融创新的目的，无非

似众筹投资的模式，这些模式起初可能是善意的，但是，由于投

法治新时代叠加金融创新、金融体制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

是降低自身风险、加快变现速度，或是在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的基

资初期过于乐观，投资者未认真考虑高额回报的不可持续性，到

商业上的机遇和挑战，还有伴随的法律风险，尤其是刑事法律风

五、结语

础上增大收益等等。可以说，风险与收益本就是相挂钩的，一个

最后，只能不断以新的投资保持高额回报、摊平亏损，最终走上

险。我们提倡商业主体始终以刑事法律为界，坚持在利益面前牢

尤其《刑法》明确规定非法向公众融资，可能构成相应的非法集

金融环节的创新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平衡从而获得新的利益，本

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末途。阻止这些企业迈出错误的第一步十分

守原则，不越红线。同时，新时代给法律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

资类犯罪。
回顾 e 租宝等大量典型案例，发现很多 P2P 网贷平

身就存在着风险与收益的博弈，并伴随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如果

关键，因此，我们在审查类似合同时，都应提出刑事风险的意见

要求，法律服务者须有大法律格局，只有更加深入、细致、全面地

台或是各种以其他名义掩饰的类似借贷平台，存在的刑事法律

不给金融的野心套上刑事法律的 “缰绳”，则很可能让其狂奔至

和建议。又如，根据非法集资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高额消费返

提供法律服务，
方能跟上时代的变革和发展。

风险非常大。
如所前述，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实质构成要件是承诺

末路，车毁人亡。从大势来说，对刑事法律的敬畏之心即是金融

现也属非法集资类犯罪中的 “高额回报范畴”，以此手段向公众

高额回报和非法向公众融资：其一，众多平台没有合法金融牌

创新的边界，也是对金融创新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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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私募基金频发“爆雷”事件处置回顾
与投资者维权路径浅析

一、近期私募基金频发“爆雷”事件处置回顾

REVIEW ON HANDLING OF RECENT FREQUENT PE ‘EXPLOSION’ EVENTS & BRIEF
ANALYSIS ON PATHS FOR INVESTOR RIGHTS PROTECTION

（二）私募基金管理人违法违规操作

继国内 P2P 平台相继爆雷后，近期私募基金频繁出现无法

私募基金管理人违法违规操作是私募基金爆雷频发的另一

兑付的危机，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的私募基金爆雷

导火索，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的

事件发生频率尤为突出。

规定：“ 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

2018 年 6 月，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80 亿元私募基
金无法兑付事件爆发，涉及的投资者近 8000 人，部分投资者投
资额多达上千万；随后，诺亚财富 34 亿元踩雷承兴国际；2019
年 4 月末，杭州金诚集团私募基金产品资金链条断裂导致产品
无法兑付，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诚集团被立案调查；
2019 年 5 月，深圳私募轩鸿金融控股集团约有 20 亿元的私募
资金出现逾期，新华财富、中信资本等亦有多个私募基金产品出
现爆雷。
2019 年 7 月 23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称“中
基协”）公布了第二十九批疑似失联私募机构的公告，根据公告，
疑似失联的私募基金公司共 81 家，其中包括共涉及深圳升龙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善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安

及其他私募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不得有
以下行为：（一）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
事投资活动；（二）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
（三）
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便，为本人或者投资者以外的人牟取
利益，进行利益输送；（四）侵占、挪用基金财产；
（五）泄露因职
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
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六）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的
投资活动；（七）玩忽职守，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八）从事内
幕交易、操纵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交易活动；
（九）
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 然而，近期基金爆雷
频发的主要原因便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从事私募基金业务的过
程中通过以上各类非法行为获取利益，从而导致私募基金产品
资金链断裂，产品无法兑付。

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7 月 22 日，中
基协已将华信君融（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776 家机构列入
失联公告名单并公示。根据中基协发布的《关于建立 “失联（异
常）” 私募机构公示制度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

张 蕾

潘 峰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德衡律师集

德衡律师集团合伙人。擅长业务领

团房地产业务中心秘书长，北京德和衡

域为不动产投融资和并购、城市更新、金

（深圳）律师事务所房地产金融部主任。

融资管、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上述领域的

擅长业务领域为城市更新与房地产开发

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以及相关规定，776 家失联私募机构
中，被注销登记的机构有 303 家，自行申请注销登记的机构共
14 家。私募基金爆雷事件频发，其背后的原因以及投资者可采取
的维权方式值得深入探讨。

业务、建筑工程纠纷 PPP 业务、资本市场

二、私募基金爆雷成因

和基金业务。

私募基金产品属于典型的高收益金融产品，私募基金所募
集的资金一般被投入房地产、融资平台、基建等项目，高收益的

近两年中国 P2P 雷潮不断，多少投资客，转瞬间遗恨折戟沉航烟灭。P2P 行业从鼎盛时的 6000 多家洗牌
到至今仅剩几百家，而这犹存的几抹残红，近期以先锋集团董事长张振新异国离世，旗下网信平台声称要良性退
出为标志性事件，未来又能辉煌几时无人知晓。良性退往何处，又由谁来接盘！以万不可能的大饼愚民愚众，投
资回报年化率超过百分之十除了运气爆棚好的高高手操盘之外，余者就是在践踏经济规律，无法万世永昌。
画面转到私募行业，擎着一顶私募基金小帽却背行 P2P 庞式骗局之实，本质上在重复翻演着 P2P 包装、吸

机。

（一）私募基金投资项目亏损
私募基金完成募集资金阶段后进入投资阶段，私募基金投
雷的可能性将增大。如新华财富旗下的私募基金产品掘金 2 号，

资理财的血泪史。

在募集 8000 万元资金后，资金被投向了养老休闲地产项目，因

与大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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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转移财产的具体途径主要为通过虚假的购销合同将公司资金
以向其实际控制的关联公司支付预付款、货款的名义，并结合虚
设应收账款、收发货无台账的手段将投资款转入其实际控制的
关联方。私募机构从事私募基金业务过程中为获取非法利益挪
用资金、违规操作，从而导致了私募基金产品无法兑付事件频

三、私募基金投资者风险规避及维权途径
与 P2P 平台相比，私募基金产品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
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且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私募基金应
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因此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更容易被其实
力雄厚可靠的外观所迷惑，在未全面了解管理人和标的资产情

经过笔者总结，私募基金爆雷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上演凤凰涅磐的神话。
一部以金融创新为名没有边界约束的 P2P 及私募基金行业的兴衰史，也是一部普通人投

基协、银监局陈情，采取诉讼、仲裁措施等，不可谓不用尽手段维权，艰难行进，苦苦维权，现将终修来的几枚果实

BEIJING

具，私募基金管理人挪用基金财产，最终导致产品深陷兑付危

资目标及范围影响私募基金运作，若投资目标持续亏损，基金爆

圳在处理私募基金爆雷实务两宗，期间与经侦、基协、金融办、银监局多次对接，历经刑事报案、金融部门反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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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暗藏着高风险，部分私募基金实际上被用作非法集资的工

资、高兑、爆雷轨迹的一众公司，又有何德何能超越查尔斯 · 庞兹这一“庞式骗局发明者”以及 P2P 大哥的修为，

俱休矣，接下来不如听取律师如何指导投资者尽最大可能的收回惨败的投资更为实际些。笔者近期处理深

司巨额款项转入个人账户或关联公司账户，从而侵占公司财产。

发。

争议解决。

笔者按：

笔者处理的深圳某基金公司私募基金爆雷事件，该家私募
基金机构的产品爆雷的原因就是公司高管利用职务便利，将公

项目持续性亏损，最终造成了私募基金产品无法兑付的后果。私
募基金管理人有义务按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财产，完善风控措施，当私募基金管理人未依法依约履行
义务导致基金爆雷时，投资者有权通过司法程序追究管理人的
责任。

况下与管理人签订基金合同。私募基金投资者在选购基金产品
时应充分了解其有意向投资的私募基金产品及对应的管理人情
况，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托管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如实向
投资者披露基金投资、资产负债、投资收益分配、基金承担的费
用和业绩报酬、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况以及可能影响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其他重大信息，不得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信息披
露规则由基金业协会另行制定。” 投资者购买基金产品后应及时
关注披露信息，当私募基金因管理人违规违法操作等原因出现
兑付危机时，投资者可通过括民事司法程序或刑事司法程序维
权，具体途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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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务中，此类案件立案难度较大，控告人需提供私
募基金机构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件最新进展为不予立案，我方当事人将采取申请复议的方式进
一步推动案件进程。

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当公安机关接受案件后，
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
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认为没有犯罪

四、结语

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具有其

私募基金爆雷事件频发与私募基金管理人未依法合规操作

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

密切相关，投资者在投资私募基金产品前应该综合慎重考虑，投

准，不予立案。”笔者处理的一起基金爆雷案件中，私募基金公司

资后应当及时关注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披露报告，了解资金去

的高管存在职务侵占行为，我方当事人向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

向以及投资项目的最新情况。当私募基金出现无法兑付的危机

罪侦查部门递交《刑事控告书》以及提供相关审计报告等证据请

时，投资者可权衡通过民事司法程序以及刑事司法程序追究私

求深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依法对公司高管立案侦查，

募基金管理人的责任，维护自身权益。

期间多次被要求进一步补充公司高管涉嫌犯罪的线索，目前案

（一）
通过民事司法程序维权

清算、追缴基金财产、进行诉讼仲裁等事务。

私募基金爆雷后，投资者可通过追讨基金债权或追究基金

中隆华夏（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更换基金管理

管理人失职的责任维护个人合法权利，
具体可采取的方式如下：

人的首例，投资者在私募基金爆雷可根据实际情况联合其他投

1. 除名或更换管理人
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管理人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

损失。
2. 通过仲裁或诉讼程序要求基金管理人赔偿损失
投资者与管理人签订的基金合同是投资者在基金爆雷后提

因此，当基金出现逾期兑付且管理人态度消极或私募机构被列

起诉讼要求管理人赔偿损失的重要依据之一。基金合同一般明

入失联名单时，基金投资者有权通过表决更换基金管理人以及

确了当事人的权利及义务、基金投资目标范围以及策略、基金财

时减少损失。

产的保管与处分等，基金爆雷后，投资者有权根据基金合同的约

夏”）失联后，投资者通过重新选择管理人的方式使基金清算程
序在新管理人以及托管人的主持下有序进行。该公司私募基金
投资标的为华夏尧帝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隆华夏于 2018
年 4 月 1 日被中基协列入失联名单，中隆华夏因失联于 8 月 10
日被中基协注销，导致投资人购买的尧舜禹基金无法兑付，随后
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合规程序重新选取了新管理人。中隆华夏
更换基金管理人的程序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百分
之五十以上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 ; 大会就审议事项

或者基金托管人、提前终止基金合同，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第七十二条的规
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集 ; 基金管理人未按
规定召集或者不能召集时，由基金托管人召集。
” 中隆华夏更换
基金管理人得到中基协的认可，新的基金管理人开始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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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司法程序

刑事司法程序

定要求基金管理人承担违约责任以及赔偿相应的损失。基金合
同对基金投资目标及范围予以明确后，若基金管理人未将资金
用于约定用途时或逾期无法兑付，投资者可通过诉讼或仲裁方
式要求基金管理人支付违约金及承担其他违约责任。
（二）通过刑事司法程序维权
当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高管、实际控制人等涉嫌

除名或更换管理人

通过仲裁或诉讼程序要求
基金管理人赔偿损失

向公安机关报案

刑事犯罪时，投资者可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刑事司法程序追究
其刑事责任。私募基金爆雷的一大原因是私募基金管理人违法
违规操作导致资金链断裂，其行为极易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等罪名。

作出决定，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百
分之五十以上通过 ; 但是，转换基金运作方式、更换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投资者风险规避及维权途径

资者通过除名或更换基金管理人的方式在私募基金爆雷后减少

为或者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时，投资人可以除名管理人。
”

中隆华夏（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隆华

附：《私募基金投资者风险规避及维权途径流程图》

投资者或相关当事人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方式，由公安
机关介入私募基金爆雷案件有利于引起其他投资者的注意，防
止损害进一步扩大。根据深圳市公安局发布的案件情况通报，公

参考文献：
1．廖祥正、吴玉珍，
《私募基金爆雷？一图揭晓 LP 们正确的维权姿势》
2．许倩，
《“割韭菜”的私募基金，正在排队“爆雷”》
3．
《中隆华夏私募基金失联之后首例变更管理人样本》，http://ﬁnance.sina.com.cn/roll/2018-10-21/doc-ifxeuwws6459782.shtml，
4．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安机关对私募机构立案侦查后，往往通过核实取证、追捕在逃犯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罪嫌疑人、委托审计机构对资金流向进行深度审计等手段全力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追赃挽损，依法适时公布案件进展情况。

7．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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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信托交易架构中的风险及防范问题
——以A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案为例
RISK AND RISK PREVETION IN THE TRANSACTION FRAMEWORK OF REAL ESTATE
TRUST - TAKING AN ASSEMBLED FUNDS TURST PLAN AS AN EXAMPLE

目的开发和建设，拟以项目销售回款作为第一还款来源。

一、交易架构简述
A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 “第一期信托计划”）成立于

2013 年，第一期信托计划到期后，因融资方无力偿还，Z 信

2011 年，到期日为 2013 年，信托规模 42,000 万元，其中优先级

托公司成立了第二期信托计划，优先级信托资金增加至 32,000

信托资金 30,000 万元，次级信托资金 12,000 万元 , 期限 2 年。

万元 , 期限至 2015 年。第二期信托计划于 2015 年到期后 , 因融

次级信托单位由 J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J 公司” 或 “融

资方无力还款 , 项目进入延长期 , 延期一年 , 优先级信托资金由

资方”）所持 A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 公司”或“项目

32,000 万元增加至 36,514 万元，优先级资金为 2015 年 9 月加

公司”）98% 股权对价认购，
优先级信托资金由 Z 信托公司募集，

入，期限至 2016 年 9 月。

向项目公司增资 1000 万，增资后 Z 信托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99% 的股权，原股东 J 公司和自然人 L 各持股 0.5%。
信托资金

后融资方持续未能偿还债务，Z 信托公司拟实现债权，融资
方并不配合，甚至进行阻碍，包括但不限于提起一系列诉讼。

进入时项目公司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 主要用于某房地产项

①12000 万元次级信托基金（以股权抵）
J 公司
（12000 万）

④退出方式：
回购股权

蒋 琪
德衡律师集团总裁，北京德和衡律师

邵晶晶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国际

事务所总所主任，擅长业务领域为金融、

贸易业务部律师助理，擅长业务领域为公

国际贸易、争议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本部

司金融、
国际贸易、
涉外业务。

及六大巡回法庭二审、再审案件，贸仲、北

③以项目销售回款
作为第一还款来源

信托计划
（Z 信托公司）
①30000 万元
优先级信托基金

A 公司
（项目公司）
②注资，控股 99%

④退出方式：优先清偿
优先级
某地块

仲仲裁案件。

房地产行业长期以来都是信托资金的重要投资领域。房地产行业对现金流的需求高，房地产信托融资规模

风控措施：标的地块土地使用权抵押

大，但资金回笼周期较长，融资成本高，因此风险把控至关重要。而行业中现行的“明股实债”模式在司法实践中
争议较多，天然具有风险漏洞。
如果能够通过完善交易架构的风控设计，使得信托公司对项目拥有控制权，债权
得到有效担保，将有利于弥补这一漏洞。本文作者结合办案经验及司法实践、司法观点，以经办过的经典案

（A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交易结构）

例——A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案为例，
就房地产信托交易架构中的风险及防范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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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交易文件情况介绍：

二、交易架构缺陷引发诉讼
的条件。在此情况下，双方必须通过法院以司法确认的形式确定

（一） 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异议

交易文件

签订时间

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Z 信托公司与 J 公司签订
《债权债务确认协议》，

信托规模 42,000 万元，其中优先级

第一期信托合同
（优先级、
次级）

双方的债权债务。而本案存在多份协议是由于 J 公司未履行股

备注

信托资金 30,000 万元，次级信托资
金 12,000 万元 ,

且进行了公证。
该协议约定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J 公司按

公司、A 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

照《股权收购协议》及《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分期向

无疑义，完全符合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之规定。

Z 信托公司支付以 32000 万元优先级信托资金（即第二期信托

合作协议

计划优先级信托资金）为基础计算的股权收购价款保证金和股

股权转让协议、注资协议

权收购价款。但因为第二期信托计划进入延长期，优先级信托资
金增加至 36514 万元，Z 信托公司也因此与 J 公司签订《股权收

股权收购协议

2011 年

股权收购总价款 = 优先级信托资金总额

办理了公证并赋予其强制

+ 优先级受益人的预期收益 + 本信托计

执行效力

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将股权收购价款保证金和股权收购价款
的计算基础变更为 36514 万元，支付期限也延长至 2015 年之
后。而该补充协议却没有签订债权债务确认文件及申请强制执

划应当承担的各项信托费用总额

行公证。

A 公司应当向 Z 信托公司支付财务顾问

2011 年

费用，财务顾问费应划付至 Z 信托公司

股权收购协议

指定账户

2013 年

开发成本和开发进度承诺函

优先级信托资金增加至 32,000 万元

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剩余股权收购价款 = 股权收购价款总额
- 已支付的股权收购价款保证金 - 已提
前支付的股权收购价款（如有）

办理了公证并赋予其强制

强制执行公证

确认协议

债权文书

法在“股权投资合同 + 债权合同”模式（即本案采用的模式）被广
泛适用。由于该模式存在融资合同，且抵押保证措施所担保的主

案过程中，A 公司、J 公司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该公证债权文书。
A 公司和 J 公司认为，依据《北京市法院执行局局长座谈会（第七
次会议）纪要——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与不予执行若干问题

就 J 公司收购 Z 信托公司持有的项目公

的意见》
（以下简称 《
“ 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意见》
”）第 14 条

司（A 公司）股权事宜，双方签署了《股权

第（2）款，就同一事项订立两份不同内容的债权文书，其中一份

办理了公证并赋予其强制

经过公证且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可以认定为公证债权文书的

执行效力

内容与事实不符。A 公司、J 公司与 Z 信托公司于公证之后已签

目前确认主债权金额为 32000 万元，最

订了新的协议（指《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股权收购协议补

终以《股权收购协议》约定为准

充协议二》等协议），完全否掉了之前的内容，做出了全新的约
基于公证做出的执行证书自然不应予以执行。

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Z 信托公司抗辩，
《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意见》
之所以做
出该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之间存在多份协议而造成债
务的数额、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等主要条款存在冲突，无法确认
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符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

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105

BEIJING

LAW FIRM

合同都是融资合同，公证处经审查后一般都会出具执行证书。
由
通过诉讼程序确认双方实体权利义务，而只能在执行程序中提

定，主内容的日期与金额均已变更，所以公证已无存在的基础，

2015 年

第一时间取得生效法律文书至关重要。由于金融机构在出借款

具执行证书直接进入执行程序，节省一审、二审诉讼时间。
该方

法院在执行 Z 信托公司与 A 公司、J 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

2013 年

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之
补充协议一

单，双方对事实一般并无争议，而且一旦出现融资方违约行为，

于该执行证书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融资方无法再

终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额、支付及相关事宜，双方签署本协议。

明股实债的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法律关系较为简

补充协议二

（A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交易文件强制执行公证状况）

权，主债权本金数额为 32000 万元，最

为明确上述协议项下股权收购价款的金

件，强调房地产信托贷款性质债权融资需满足“四三二”条件。
为

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当出现违约情形时，金融机构申请公证处出

执行效力

补充协议）对债务人（J 公司）享有的债

债权债务确认协议

托贷款中较为常见。由于银监会自 2004 年起陆续出台多部文

2015 年

托公司）依据主合同（《股权收购协议》及

收购协议》及《股权收购协议补充协议》，

关系，资金提供者保本收息，不承担资金灭失风险，在房地产信

项时往往处于优势地位，为快速实现债权，金融机构往往会选择

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为抵押权人（Z 信
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

中要承担投资款灭失风险，但实质上双方是一种债权债务融资

发放资金。

债权债务

后延期一年 , 优先级信托
资金增加至 36,514 万元

本案中，A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采用的明显为 “明股实债” 交
易结构，交易主体表面上是一种股权投资，资金提供者在此过程

公司就通过 “明股实债” 方式向不符合直接融资条件房地产公司

补充协议

第二期信托合同（优先
级、次级）

法院最终支持了 Z 信托公司的观点。

满足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融资需求，大部分金融机构尤其是信托

监管协议

财务顾问协议

权收购义务造成的。本案执行依据的协议约定，Z 信托公司与 J

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出公正债权文书不予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238 条之规定 “公
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
《民诉法司法
解释》480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
第 238 条第二款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
（一）公证债权
文书属于不得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
（二）被执行人
一方未亲自或者未委托代理人到场公证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
公证程序的；（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或者违反法
律强制性规定的；（四）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被执行人不履行义
务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同意接受强制执行的”。由此可见，法
律认定 “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 多是由于程序性事项。
由于交
易文件中明确包含融资协议，只要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时不
存在程序错误，执行法院一般会驳回执行异议。
结合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当事人之间存在多份协议的情形
的态度，如果本案中，Z 信托公司能够将 2015 年签署的一系列
补充协议也以《债权债务确认协议》的方式确认，并办理债权文
书公证（即第一时间取得生效法律文书）
，Z 信托公司的全部债权
将得以涵盖，并且有很大几率得以迅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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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纠纷
针对 Z 信托公司申请执行与 A 公司、
J 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
J 公司还另行提起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的诉讼。

Z 信托公司 99%

J 公司 0.5%

自然人 L 0.5%

议纪要》，主要目的是就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解决

源信托项目，并设置了过渡期，逐渐取消架构过于复杂的产品，

方案，作为法官在具体法律适用、进行说理论证时的参考，统一

以减缓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传递。

全国法院的裁判思路。
《会议纪要》第七部分对营业信托纠纷案

同时也是

件的审理进行了重点讲解，主要强调信托公司开展的融资活动

A 公司

要以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确定。房地产信托行业应当对交易

法定代表人

架构进行合规与调整，以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在诉讼活动中失

A 公司
（项目公司）

利。

具体法条，作出裁判。如果过渡期结束，通道业务被彻底否定，将
可能导致交易文件被法院认定无效，信托公司将会蒙受巨额经
济损失。因此，按照文件要求逐步压缩通道业务规模，排查既有

《会议纪要》第 89 条对信托公司来说比较重要，其提出，“信

（A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 A 公司股权结构图）

虽然这些文件的性质为部门规章，不具有法律法规的效力，
但是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将引用其作为分析依据，并引向对应的

业务，开发合法合规的新产品，实现业务升级转型，或许是信托

托公司在资金信托成立后，以募集的信托资金受让股权、股票、

公司的新选择。
由于每个交易架构的特征不同，合规的方法和途

债券、票据、债权、不动产、在建工程等特定资产或特定资产收益

径也不尽相同，需要根据个案进行分析。
鉴于文章篇幅所限，就

权，以及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受益权份额，由出让方或者其

不在此进行具体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与本文作者联系交流。

指定的第三方在一定期间后以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等固定价款
公司的约定，应首先发函终止 J 公司对项目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回购的，属于信托公司在资金依法募集后的资金运用行为。由此

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Z 信托公司与 J 公司作为担保权人（债权人）

的授权；同时召开股东会，Z 信托公司作为持 99% 有绝对控股

引发的纠纷不应认定为营业信托纠纷，而应当认定为信托公司

和被担保人
（债务人）
，同时作为 A 公司的股东，应当按照
《公司

权的大股东完全可以通过形成合法、有效的股东会决议，选举董

与出让方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关联回避，均不应参与该股东会。但 Z

事会，更换公司执行董事，并由新的董事会重新聘任项目公司经

信托公司与 J 公司未进行回避，该决议因违法无效。
而唯一有权

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公司高管。同时 Z 信托公司原有印章

参与股东会的自然人 L 签字是虚假的，是他人冒充代签的，不是

丢失为由登报作废原印章并到公安机关重新办理全套印章，并

L 的真实意思表示，公证机构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以股东会为

到银行进行变更，控制公司财务；但此事需要公司法定代表人 L

基础的《土地抵押合同》无效，相应的土地抵押合同的公证也无

的配合。Z 信托公司转而试图更换法定代表人，但依据工商部门

效。
Z 信托公司利用在 A 公司的绝对控股优势，利用股东会决议

的要求，需要 L 本人到场。显然，受 J 公司控制的 L 配合 Z 信托

的形式，将 A 公司所属土地使用权抵押给自己，这种行为形式上

公司办理上述事项的可能性很小，唯一的解决途径是提起请求

为抵押担保，实质上为股东转移公司财产侵害公司权益，明显存

变更公司登记之诉，以变更法定代表人。但诉讼耗时耗力，并不

在滥用控股股东权力的行为。
因此关于《土地抵押合同》的股东

是最优选择。如果 Z 信托公司能够在交易文件中就确定由其掌

会决议无效。

管项目公司公章及营业执照，不仅能避免前述诉讼纠纷，也能通

J 公司认为，A 公司做出的为 Z 信托公司提供土地抵押担保

Z 信托公司抗辩，本案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案件，股东
会决议是否无效以及是否导致抵押权无效不属于本案审查范

过控制项目公司的日常经营，控制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保障或尽
快实现债权。

围。

加上溢价款等固定价款回购”的模式类似于“明股实债”架构，也
与本文 A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案中的架构相近。如果确立此类案

绝对控股权，并通过占据董事会 1/3 席位，以及签订
《监管协议》
《财务顾问协议》
等交易文件的方式，控制项目公司的决策权。但
是，项目公司营业执照、公章、法定代表人 L
（同时也是持有项目

三、司法文件、部门规章等文件对房地产信托行业架构设计
的影响
（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
民二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

Z 信托公司债权非常不利，比如引发上述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纠
纷。
Z 信托公司曾考虑过控制项目公司，但根据 Z 信托公司与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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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结合本文 A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案及国家司法机关、监
管部门近期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来看，
应当注意如下问题：
（一）全部债权债务均能以文件形式确认。
由于此类交易中，
信托期限通常比较长，交易架构比较复杂，所以债权债务处于不

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旦法院将法律关系认定为借贷，

断变动当中。因此，建议在每次重要变动后，及时以
《债权债务确

双方即为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在确定利息、罚息以及复利时就应

认协议》的方式对债权债务进行确认，并进行强制执行公证，将

适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有关规定而并非完全遵照《股权回购协

会减少向申请法院执行时可能面临的阻碍。

议》相关约定，信托公司预期收益不能得到全部实现。考虑到第
89 条的描述为“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等固定价款”，可以将这一
点视为突破口，在《股权回购协议》中将回购价款约定为“由评估
机构进行评估，但评估价格应不低于 xxx 价格”，同时将评估价
格的数值设置为交易本金加上溢价款，以保证信托公司的收益。
债权（因为强制执行公证的债权应为明确、无异议的债权），但还
是能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信托公司的收益。
（二）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文件

（二）实际控制项目公司。实际控制项目公司意味着信托计
划所投资的房地产项目的顺利进行，股东会决议的顺利通过，以
及项目公司资产的安全，也就意味着信托公司债权顺利实现有
了重要保障。在此类交易架构中，虽然信托公司通常会持有项目
公司 90% 以上股权，达到绝对控股地位，但是掌控公司公章、营
业执照以及高管层同样重要，后者甚至在实际操作中比控股更
重要。
（三）结合近期发布的司法文件、部门规章等，“明股实债”、
回购承诺等融资类案件的法律关系可能不会以营业信托关系，

2018-2019 年，中国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等部门

而是以实际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多层嵌套、刚性兑付等模式被

2019 年 7 月 3 日至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民

连续发文，即《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

要求进行整改，并在 “过渡期” 后取缔；房地产信托领域将面临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周强院长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最高

发〔2019〕106 号）》
《关于开展 “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

严厉监管及整治，股权投资 + 股东借款、股权投资 + 债权认购劣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同志作了工作报

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23 号）》
《中国银保监会信托部关

后等融资方式将会受到密切关注。
因此，建议信托公司按照最新

告。会议上讨论了工作报告中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与会代表讨

于进一步做好下半年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9〕64

监管文件、司法观点，对信托业务进行排查与合规，以避免监管

论时提出的问题以及调研过程中收集到的问题归纳整理成《会

号）》
等，几份文件均提及压缩信托机构的通道业务规模，回归本

与诉讼风险。

公司 0.5% 股权的股东）
均为 J 公司所控制，因此，J 公司实际控
制项目公司的日常运营，尤其对外签订合同。
这种情形对于保障

在房地产信托交易中，确保债权的顺利实现对于信托公司

件“不应认定为营业信托纠纷，而应当认定为信托公司与出让方

虽然这种方法不能如强制执行公证一般，令信托公司迅速实现
本案中，Z 信托公司持有 A 公司即项目公司 99% 股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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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靴子已落地

2019 年 6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简称“最高法”）针对

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产品设计法律风险，还涉及到刑民交叉时“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下简称 “青岛交行”）与东岳集

一事实”及处理原则、涉案《三方合作协议》
的效力的司法判断问

---青岛交行5亿元“回购准备金案” 回顾

团下属子公司山东东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下简称 “东岳高分

题及涉案协议中约定的 “回购准备金” 是否是担保法上的担保等

子”）和淄博盛泉节能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 “淄博盛

方面的法律问题。该案的审理结果会影响，甚至重塑目前银行业

THE DUST SETTLES - REVIEW ON QINGDAO BRANCH OF BANK OF COMMUNICATIONS ¥500,000,000 ‘REPURCHASE RESERVE CASE’

泉”）之间的上诉案件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了东岳高分子的上诉

的金融创新业务模式。因此，该案不仅备受金融业界人士的关

请求。至此，备受关注的青岛交行、东岳集团和山东盟诚系子公

注，而且还被多家新闻媒体持续跟踪报道。到目前为止，仅该民

司之间的 5 亿元回购准备金案尘埃落定，以青岛交行全面胜诉

事案件在最高院开庭的庭审直播已被 4.5 万余人观看。

为该民事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该案的胜诉不仅为青岛交行
挽回了 5 亿元的损失，而且亦会使与此有关的青岛交行员工涉
嫌违法发放贷款罪不攻自破。然而，目前这也仅仅代表与此有关
的民事案件落下了帷幕，与此有关的刑事案件仍悬而未决，依然
是青岛交行涉案员工及其家属挥之不去的噩梦。

据了解，2014 年底，青岛交行同东岳集团的两个全资子公
司 --- 东岳高分子材料 / 东岳化工、山东盟诚系的淄博胜泉 /
山东恒泰节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 “山东恒泰”）分别签
订了两份《三方合作协议》，约定：青岛交行为东岳高分子材料 /
东岳化工（合称“东岳集团”）、淄博胜泉 / 山东恒泰（合称“盟诚

作为一名银行员工，谁曾想到有一天自已会因为曾经经手

系公司”）之间的购销贸易提供共计 5 亿元的贸易融资款。然而，

的一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经济纠纷而遭受牢狱之灾。该起经

在《三方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因盟诚系未按约支付贸易融资

济纠纷的导火索是一笔普通的贸易融资业务，但却因涉案金额

款的利息而触发了青岛交行依《三方合作协议》规定扣划了由东

大，4 名银行员工被抓捕，经过不断发酵，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全

岳集团提供的 5 亿元回购准备金。案涉交易流程如下

国关注的银企 “大案”。该案不仅涉及到银行在供应链金融业务

青岛交行（提供贸易融资款的银行）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

务部律师，擅长业务领域为金融、国际贸

业律师，专注金融领域和两高民商事争议

业律师，擅长国际国内贸易纠纷及复杂

易、商事争议解决、最高院及巡回法庭二

案件，主办多起金融机构公证债权文书执

商业和金融领域案件的诉讼和仲裁。

审、
再审案件。

行、信托贷款合同纠纷、合同纠纷案，具有
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办案经验。

6.
卖方向
银行开
立账户
并存入
约定的
回购准
备金

8.
银行依
据买方
指示将
贸易融
资贷款
以贷款
形式通
过买方
账户转
账给卖
方

12. 卖方未
提供货物，
未履行回购
义务，导致
融资款项无
法收回，银
行依据合作
协议从卖方
回购准备金
账户上扣划
资金偿付买
方欠银行的
融资款

5.

4· 签订《三方合作协议》

7.

10.

以销售货物的回款归还融资款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业

1.
签订《蕴
通财富
产业链
金融合
作协议

向买方发放融资款

王雪虹

签订贸易融资︽货款协议︾

田大鹏

杨东勤

2. 被纳入东岳高分子材料 / 东岳化工销售体系
东岳集团（卖方）

3. 签订《购销合同》

盟诚系公司（买方）

9. 款到发货

* 红色箭头部分为未履行部分

11. 买方未按期还款，启动回购程序，卖方从买方
回购买方未卖出的货物，回购款用于偿还银行提
供的贸易融资款

根据上述交易结构流程图可以看出，东岳集团为涉案融资款项的获得者，回购准备金并非是东岳集团为盟诚系子公司贷款提供的担
保，而是为其自己获得融资款项而应承担的回购义务提供的一种增信措施。

109

BEIJING

LAW FIRM

BEIJING

LAW FIRM

110

德 · 视点 － O P INI O NS

第一只靴子：民事诉讼
针对被扣划的 5 亿元回购准备金，东岳集团和青岛交行之
间发生了纠纷。2017 年 1 月，东岳化工在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下简称 “淄博中院”）以合同纠纷作为案由起诉青岛交行、
青岛交行市北支行、山东恒泰、李滨；2017 年 3 月 14 日，淄博
中院做出（2017）鲁 03 民初 3 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青岛交行
的管辖异议；2017 年 7 月 17 日，针对青岛交行向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下简称 “山东高院”）提起的管辖权异议上诉，山东高
院做出（2017）鲁民辖终 18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淄博中院
（2017）
鲁 03 民初 3 号民事裁定书，本案由山东高院一审审理；

德 · 视点 － OPINIONS

贷款企业的相关情况，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 5 亿元，数额特别

对于该 5 亿元回购准备金，东岳集团主张其签署的《三方合

的审查义务；贷后的跟踪监督义务，并且经过了青岛交行贷审

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戚静、赵声、刘兴尚是违

作协议》是对外担保协议，该协议中涉及的回购准备金是担保法

会的审批，青岛交行并不知道存在虚假的贸易背景。
《三方合作

法发放贷款罪的共犯，其中戚静、赵声在犯罪中其主要作用，是

上的保证金，其在《三方合作协议》中的地位是担保人，是为青岛

协议》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法》第

主犯；刘兴尚起次要作用，是从犯。
（2）被告人戚静、费璟波违规

交行和盟诚系公司之间的贷款提供保证。

52 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合法有效。

为他人出具询证函，涉案金额 5 亿元，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违
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戚静、费璟波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共
犯，其中戚静在犯罪中其主要作用，是主犯；费璟波起次要作用，
是从犯。2018 年 1 月初，戚静、赵声、刘兴尚、费璟波针对上述一
审刑事判决提起上诉，2018 年 5 月底，二审淄博中院认为一审
认定事实不清，审判程序不当，裁定发回重审。

青岛交行认为，《三方合作协议》系青岛交行为东岳集团和

最高法认为，一方面，不能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来认定

盟诚系公司之间的购销贸易提供融资支持，而非为盟诚系公司

东岳集团的责任。另一方面，
《三方合作协议》
签约主体一方，青

提供的单纯的金融借款。《三方合作协议》约定的交易模式为：

岛交行并不知道基础交易虚假，东岳集团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东岳集团向盟诚系公司出售货物，青岛交行为他们之间的购销

协议各方明知基础交易虚假而导致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及其

贸易提供货款融资，代盟诚系公司向东岳集团支付 5 亿元货款，

它相关协议因此无效。据此，最高法认定
《三方合作协议》
是各方

东岳集团向盟诚系公司交付 5 亿元货物，盟诚系公司将用 5 亿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2017 年 7 月 17 日，在山东高院做出（2017）鲁民辖终 181 号民

2019 年 5 月 24 日，于去年发回重审的、与民事案件相呼

元货物销售回款偿还青岛交行提供的融资款。为保证银行融资

事裁定书后，东岳化工在淄博中院撤诉；2017 年 11 月 16 日，东

应的刑事案件一审刑事案件亦有了结果，桓台法院再次以“违法

款的安全回收，当盟诚系公司无法偿还融资款时，东岳集团需回

岳集团向山东高院提起诉讼，要求青岛交行返还涉案的 5 亿元

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对 4 名青岛交行的员工做出

购案涉货物，回购款项用于偿还青岛交行提供的 5 亿元融资款。

回购准备金（
（2017）鲁民初 117 号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 2 亿元

一审有罪判决。其中，2 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2 年，2 人

因东岳集团的回购义务为强制性回购，为保证东岳集团能够履

东岳集团认为其高管李滨涉嫌挪用资金罪和青岛交行员工

人民币、
（2017）鲁民初 118 号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 3 亿元人民

免于刑事处罚。对于该刑事判决，青岛交行的 4 名当事人及家属

行回购义务，东岳集团需要提前准备 5 亿元回购款项。因该 5 亿

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与违法出具金融票证罪的刑事审判结果会

币）
；2018 年 1 月 5 号，青岛交行分别针对案号为（2017）鲁民

当庭表示上诉。目前，该刑事案件正在淄博中院二审审理过程

元资金专项用于回购案涉货物，为防止东岳集团擅自挪用，故以

影响到涉案《三方合作协议》的效力，故一直要求一审山东高院

初 117 号和（2017）鲁民初 118 号的民事案件向山东高院提起反

中。

“回购准备金” 的名义存入青岛交行保证金账户。若盟诚系公司

和二审最高法中止民事诉讼程序以待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

到期偿还 5 亿元融资款或者东岳集团用其他自有资金履行回购

果。

诉，要求东岳集团向青岛交行返还基于《三方合作协议》而收到

民事案件焦点法律问题简析

的由青岛交行提供的 5 亿元贸易融资款并赔偿相应的利息损
失；2018 年 6 月，山东高院针对上述两个案件分别做出了一审
判决，驳回了东岳集团的诉讼请求，亦驳回了青岛交行的反诉请
求。2018 年 7 月，东岳集团不服山东高院的一审判决而向最高
院提出上诉，最高院经过开庭审理驳回了东岳集团的上诉请求，
维持原判。

东岳集团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主张涉案“回购准备金”为担
保法上的保证金，其在《三方合作协议》
中的地位是担保人，是为
青岛交行和盟诚系公司之间的贷款提供保证；坚持要求中止民

称：
（1）
其财务负责人李滨以东岳高分子 / 东岳化工名义签订《三
方合作协议》并提供回购准备金的行为涉嫌构成挪用资金罪；
（2）青岛交行负责该笔贸易融资款的员工同李滨及淄博胜泉 /
山东恒泰（下合称 “盟诚系子公司”）恶意串通签订了《三方合作
协议》
，发放了涉案的 5 亿元贸易融资款，还违规出具金融票证，

系未能偿还融资款、东岳集团也未履行回购义务，根据协议约
定，青岛交行有权直接划扣该 5 亿元回购准备金，用以确保东岳
集团履行回购义务。

事诉讼程序以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因为东岳集团认为在刑
事案件认定其高管李滨构成挪用资金罪和青岛交行工作人员构
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及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情况下，
《三方合作

在提起民事诉讼前，东岳集团已向桓台公安机关报案，声

义务，那么该 5 亿元回购准备金自然返回给东岳集团，如果盟诚

协议》无效。在《三方合作协议》无效的情况下，作为保证人，东岳
集团最多承担三分之一的保证责任。在民事诉讼案件中，青岛交
行与东岳集团的主要争议在于：（1）涉案 5 亿元回购准备金的

在同步进行。

事案件的审判结果作为依据。因此，民事案件无需中止以待刑事
案件的审理结果。

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故本案不应适用担保法及其
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东岳集团的责任。

第二只靴子：刑事诉讼

二、
《三方合作协议》效力问题

其根据该协议提供的是担保责任，故认为青岛交行应当依照《公

岳高分子 / 东岳化工有限公司缴存户）内存入资金，当盟诚系公
司在青岛交行办理的贷款到期一旦出现逾期违约，该准备金用

2016 年 12 月 19 日，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检察院以桓检公刑
诉
（2016）
380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静、赵声、刘兴尚犯违法发
放贷款罪、被告人戚静、费璟波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向山东省桓
台县人民法院（下简称 “桓台法院”）提起公诉。
2017 年 12 月 29
日，桓台法院作出
（2016）
鲁 0321 刑初 409 号刑事判决书。该刑
事判决书判决：（1）
被告人戚静、赵声、刘兴尚身为金融机构工
作人员，明知借款人虚构用途、提供虚假购销合同，未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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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偿还盟诚系公司欠青岛交行的相应债务。根据《三方合作协

对此，最高法认为李滨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及青岛交行员
工是否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违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均不影响民
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无需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

东岳集团主张其签署的《三方合作协议》是对外担保协议，

东岳集团在青岛交行开立账户（户名：交行保证金——山东东

的相对人不是同一人；再次，民事案件争议的事实与刑事案件

义务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并不能单纯割裂评价和分析某两个

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

根据《三方合作协议》，该资金被定义为“回购准备金”，是指

事案件的主体不同；其次，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和民事法律关系
的要件事实并不相同；最后，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不需要以刑

议》是否有效；（3）本案涉及到刑民交叉，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以

一、5 亿元回购准备金的法律性质

民事案件不涉及“同一事实”，具体表现为：首先，刑事案件和民

对此，最高法认为，
《三方合作协议》是基于贸易融资的特殊

涉嫌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因此，在该民
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及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亦

青岛交行认为，李滨和青岛交行员工的刑事案件与本案的

性而对三方主体之间权利义务进行的特殊安排，各方主体权利

法律性质，是否是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2）涉案《三方合作协

事诉讼程序进行的同时，李滨涉嫌挪用资金罪和青岛交行员工

三、刑民交叉问题

司法》第 16 条的规定审核东岳集团对外提供担保是否履行了董
事会或股东会审批程序。此外，东岳集团还主张青岛交行在明知
不存在真实贸易背景的情况下与其集团的高管李滨、盟诚系公
司的员工恶意串通签订了案涉《三方合作协议》。据此，东岳集团
认为案涉《三方合作协议》因违反了《合同法》第 52 条而应当无

此外，由于山东高院在一审判决书中在认定《三方合作协
议》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即使在《三方合作
协议》无效的情况下，也不影响案件的整体审理结果，因此不同
意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对此，东岳集团认为山东高院在判决中
不但认定《三方合作协议》有效，而且还分析了无效的法律后果，
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并以此作为一个重要的上诉理由。
对于东岳
集团的该上诉理由，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确认山东高院基于合
同有效和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全面论述后，认为本案审理
无需等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果，并根据本案相关事实认定合同效

效。

力及责任，并无不当。

议》第六条的规定，当青岛交行扣划东岳集团存入的 “回购准备

青岛交行认为，
《三方合作协议》为青岛交行、东岳集团和盟

金”用于偿还盟诚系公司在青岛交行的贷款时，东岳集团同意青

诚系公司这三方当事人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关联，互为因

岛交行在扣划该 “回购准备金” 之前不必先向盟诚系公司索偿或

果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分段处理和看

者先对盟诚系公司提出破产申请。东岳集团对青岛交行的该扣

待。
《三方合作协议》为东岳集团设定的义务并不是担保法上的

划要求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付，并且放弃一切抗辩的权利。

保证义务，东岳集团并不是担保人，不适用《公司法》第 16 条的
规定。在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前，青岛交行依法依规履行了贷前

日前，轰轰烈烈的青岛交行与东岳集团 5 亿元“回购准备金
案”中民事案件这只靴子已落地，在最高法已在生效的民事判决
中明确认定没有证据证明协议各方明知基础交易虚假而签订涉
案一系列协议的情况下，青岛交行员工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刑
事案件二审判决这另一只靴子如何落地，
公众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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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行赔基金亏损看银行“适当性义务”
ON ‘APPROPRIATENESS OBLIGATION’OF BANK –
IN THE PERSPECTIVE OF BANKS’ LOSS FROM COMPENSATION TO FUNDS

根据此案判决，我们一一分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在明显不当推介行为和重大过错。
其次，法院为何要确定代销银行的“适当性义务”及“适当性

首先，何为个人理财服务法律关系？
个人理财服务中的主体为商业银行和客户。商业银行指销

义务”包括哪些内容？

售银行，客户指在根据商业银行的销售服务购买理财产品的自

客户在购买理财产品或接受相关服务时往往无法真正理解

然人或法人。商业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服务中，为客户提供的财

其中的风险和收益，其主要依赖产品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的推

务分析、财务规划、投资顾问、资产管理等专业化的服务活动。但

介和说明。商业银行作为咨询顾问服务提供方，其应当依据其就

是目前，关于个人理财服务的法律性质，专家学者、司法机构与

金融理财产品的专业知识向客户提供专业咨询顾问服务，专业

监管机构之间仍存有争议，主要系因根据具体理财服务内容而

知识掌握水平的高低将影响投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等，但最低

分别认为应属于民间借贷关系（保本付息产品）、委托合同（客户

标准也应当是不违反法律、法规及部门规范等硬性要求。司法实

自己开立理财账户，银行进行投资管理）、合伙合同（共同出资，

践中普遍认为该最低硬性要求即为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

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行纪合同（以银行名义理财）、咨询顾问合
同（商业银行仅提供顾问服务由客户自己购买、管理）等等。结合
此案，建行恩济支行根据王翔风险评估向王翔推介基金产品，王
翔根据建行恩济支行的推介自行购买了该基金产品，此种服务

王 珂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房地产金融部

张帅帅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商事争议解决

关系符合上述咨询顾问合同关系。
虽然我国《合同法》并未将咨询顾问合同作为一类有名合
同，单独予以规范。
但是在基金销售机构向客户推荐销售基金产

律师，长期从事建设工程类、房地产类、

部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日语学士、

品时应注意的义务，已有若干法律、规范、审判纪要等相关文件

金融类纠纷争议解决。为多家大中型房

法律硕士学位。
擅长民商事争议解决、公

予以规范。

地产、建筑工程及金融企业提供常年法

司法及外商投资等业务领域，曾服务多

律顾问服务。

家日资企业。

在 2013 年 6 月 1 日期施行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决书中引用的条款。2018 年 4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

明确 “金融机构发行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坚持 ‘了解产品’

适当性义务等事实应当由买方机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何为个人理财服务法律关系？法院为何要确定代销银行的 “适当性义务” 及 “适当性义务” 包括哪些
内容？银行又如何履行 “适当性义务”，
免除其赔偿基金损失的这责任承担？

和文件交付等义务，其中核心义务为告知说明义务。
此案中，北京中院二审中认为建行恩济支行在向王翔推介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时，一是违反了
适合性原则，向王翔推介了超出其风险承担的基金产品；二是

务。

应利息损失。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个人理财服务法律关系中 “必须依法确定卖方机构适当性义务”、“适

“适当性义务”包括了卖方机构了解客户、适合性原则、告知说明

能力销售不同风险等级的产品，把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基

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当性义务的核心即告知说明义务”、“卖方机构是否履行了了解客户、适合性原则、告知说明和文件交付等

正义”。且最高院在此《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具体问题》中明确了

翔说明该基金产品的运作方式和风险情况。违反了告知说明义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

行“适当性义务”。

充分了解投资标的及其风险的基础上作出自主决定，实现契约

未向王翔提供该基金的基金合同及基金招募说明书，且未向王

建行恩济支行作为客户个人理财的服务商因未履行“适当性义务”而应赔偿王翔全部基金损失，并赔偿相

银行“规避掉自身风险”呢？本律师认为，该案核心即为代销银行在向客户提供个人理财服务过程中未履

确了 “必须依法确定卖方机构 ‘适当性’ 义务，确保金融消费者在

中，应当坚持投资人利益优先原则，注重根据投资人的风险承受

民法院作出的
（2019）
京民申 3178 号民事裁定书定下了最终生效裁定，驳回了建行恩济支行的再审申请。

“理财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常常挂在理财产品销售人员口边的风险提示，此次为什么没有让代销

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即明

第 59 条中规定了 “基金销售机构在销售基金和相关产品的过程

金投资人”。
《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二十三条即本案判
引起轩然大波的银行赔偿金融审判庭法官基金亏损案件终于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经北京市高级人

2015 年 12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杨丽萍在《最

和‘了解客户’的经营理念，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向投资者销
售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适应的资产管理产品。
禁止欺诈或者误导投资者购买与其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资产
管理产品。金融机构不得通过拆分资产管理产品的方式，向风险
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低于产品风险等级的投资者销售资产
管理产品”。

最后，银行又如何履行 “适当性义务”，免除其赔偿基金损
失的责任承担？
最高院在《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具体问题》中就法院在审理卖
方机构与投资者之间因销售各类集合理财计划、结构化产品等
高风险金融产品和提供经纪、代理等服务而引发的商事案件中，
提示了应当注意的问题。第一，在此类案件中，可以适用与法律、
行政法规等法律规范的规定不相抵触且是 “限制卖方机构权利
或增加卖方机构义务”的部门规范；第二，卖方机构应就其履行
了 “适当性义务” 承担举证责任；第三，卖方机构应当根据产品
的风险和投资者的实际状况，综合一般人理解标准和投资者理
解标准确定告知说明义务；第四，卖方违反 “适当性义务” 的损

此案中，北京三级法院均认为建行恩济支行在进行基金产
品推介服务中，无视王翔“保守投资”的投资态度、“资产稳健增
长”的投资目的等风险评估结果，向其推介不适合其风险承担能

失赔偿适用 “损失填补原则”。卖方机构可抗辩的事由仅为 “消费
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 以及 “卖方机构违反义务并未影响投资者
的自主决定”。

力的高风险 “前海开源中证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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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中，北京三级法院均判定建行恩济支行应向王翔赔偿
基金损失并支付相应利息，
主要是因：
首先，建行恩济支行违反了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
行办法》
、
《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
等规定，在明知王翔风
险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向其推介不适合其风险承担的高风险基金
产品。

德 · 视点 － OPINIONS

三、银行在推介基金产品时需要向投资人说明所投资基金
的运作方式和风险情况，通用性的提示不能免除所投基金的提
示义务。此案中，王翔购买涉诉基金时在《须知》、
《确认书》上签
字，但上述《须知》、
《确认书》的内容系通用的一般性条款，未有
关于王翔本次购买的基金的具体说明和相关内容，因此不能减
轻建行恩济支行的过错。根据《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具体问题》要
求，卖方销售机构应当切实履行对投资者的“告知说明义务”。

其次，建行恩济支行就其主张的已履行告知义务等未提供
有效证据以供支持。其主张的王翔已在《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
益须知》
以及《投资人风险提示确认书》
中签字确认，且手写已知
且自愿承担风险的内容，证明其已履行了充分告知义务。但法院
认为该类提示均是建行恩济支行提供的通用一般性条款，未能
体现涉诉基金的类型及风险等具体内容，即不能体现建行恩济
支行履行了向王翔告知说明的义务。
最终，建行恩济支行抗辩的 “王翔多次购买理财产品并盈
利”。
法院认为“王翔虽多次购买理财产品，但其所购买的理财产
品均非本案涉诉基金，其之前购买理财产品的事实并不能导致
其对本案涉诉基金的相关风险等内容有所了解，不能据此减轻
或免除建行恩济支行因前述重大过错而应承担的责任”。
综合最高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具体问题》及此案要点，笔
者认为银行在向客户推介基金产品时应做好如下工作确保已履
行“适当性义务”：
一、银行应当严格按照投资人风险分析所得结果推介代销
基金产品。
此案中，根据建行恩济支行对王翔所做风险评估，王
翔的评估结果为 “稳健性”。但建行恩济支行向王翔主动推荐的
产品却为 “较高风险” 品种。
违反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
暂行办法》中 “商业银行利用理财顾问服务向客户推介投资产品
时，应了解客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评估客
户的财务状况，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客户自助选择，并应向客
户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解释相关风险。” 以及
《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中 “对于市场风险较大的投资产
品，特别是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投资产品，商业银行不应主动向无
相关经营或经评估不适宜购买该产品的客户推介或销售该产

四、银行切忌因投资者已多次购买理财产品而忽略以上“适
当性” 义务的履行。王翔诉建行恩济支行一案中，虽建行恩济支
行抗辩称王翔 “多次购买理财产品且盈利”，但因每次购买理财
产品的风险类型、操作模式均不相同，因此并不能成为购买某一
具体理财产品的告知义务。银行应当就每一不同理财产品履行
相对应的“适当性义务”。
五、银行履行上述“适当性义务”应当做好证据留存工作，以
便纠纷发生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客户的风险评估报告、推介符
合客户风险承担产品的行为证据、客户自行要求购买高风险产
品的书面确认书、客户购买某一基金产品的告知且由客户确认
已知悉该基金风险及操作模式的确认书（切忌为非所有基金产
品的通用条款确认书）。
最新趋势
2019 年 8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
判工作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稿）》中在第五部分 “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
中进一步强调了 2015 年最高院在《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具体问
题》中明确的银行“适当义务”、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损失赔偿确
定等内容。司法环境越来越重视卖方机构的合法合理销售基金
行为规范，给予银行销售机构以明示。但是，银行向客户提供个
人理财服务时若切实为了客户的投资利益，履行了了解客户、向
其推介适合其风险承担能力的理财产品、告知说明等义务，则可
不必担忧就理财产品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问题。此种裁判规则
的出台亦是为推动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
进一步提升客户投资信心，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稳定。

品” 等规定。
根据《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具体问题》要求，此类案件
审理中可适用上述规范。
二、投资人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超出评估结果风险的投资
产品的，银行应当以书面形式确认。
《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
引》规定 “客户主动要求了解或购买有关产品时（市场风险较大
的产品）
，商业银行应当向客户当面说明有关产品的投资风险和
风险管理的基本知识，并以书面形式确认是客户主动要求了解
和购买产品”。此案中，建行恩济支行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
已通过书面形式对王翔主动了解并购买高风险基金产品予以确

【案例来源】
（2018）京 01 民终 8761 号民事判决书；
（2019）京民申 3178 号民事裁定书。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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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判员买理财产品巨亏全部获赔看
当前银行理财纠纷的疑难问题与审理要点
ON DIFFICULTIES & TRIAL POINTS OF BANKING FINANCIAL DISPUTES – IN THE
PERSPECTIVE OF JUDGES’ FULL RECOVERY FROM THEIR LOSS FROM FINANCIAL
PRODUCTS

一、关于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
通过检索相关案例，在类似上述王翔案的理财服务纠纷案件中，银行多主张其系理财基金的代销机构，与投资者之间无直接法律关系，
而投资者多主张其与银行之间形成了金融服务法律关系。
具体而言，代销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区别为：

内容

代销

主体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银行、投资者
投资者

银行对投资决策的作用

对投资决策无影响

投资决策在银行推介
行为基础上形成

义务承担

合理告知或风险提示义务

风险提示义务、适当推介义务、
风险评估义务

投资者的请求权基础

合同法律关系

侵权法律关系

（一）银行是否实施了主动推介行为
银行仅为代销理财产品时，银行是被动的，代销的理财产品
非银行自主研发，银行仅为方便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的途径或

王鹏飞

王 洁

德衡律师集团高级合伙人、金融业

北京德和衡（青岛）律师事务所执业

务中心副总监，商事争议解决团队负责

律师，商事争议解决团队律师。主要业务

人。
擅长并购、公司及投融资争议解决，

领域为民商事诉讼及企业并购。

平台，投资者在主动向银行询问理财产品时，已经形成了相应的
投资决策。而金融服务关系中，银行为主动向投资者进行推介特
定理财产品，并促使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
（二）投资者形成投资决策与银行推介之间的因果关系

成了投资决策，而金融服务关系中，投资者是在银行主动推介特

审专家。

定理财产品的基础上形成的投资决策。
（三）银行在提供理财服务时是否收取对价
如果银行向投资者提供理财服务时，向投资者收取了一定

京民申 3178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建行恩济支行的再审申请，建行恩济支行赔偿王翔全部理财损失及
利息损失。

融服务关系。但也有判例认为，在银行主动向投资者推介理财产
品时，即使投资者与银行之间没有签署书面合同，双方仍形成了
事实上的金融理财服务合同关系。代销关系与金融理财服务关
系可以同时存在。
银行仅为代销时，并未与投资者建立直接的法律关系，投资
者购买理财产品的法律后果应由基金管理人承担，银行并不承
担责任。在银行理财纠纷案件中，投资者往往以委托理财合同为
诉由主张银行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主张银行未履行适当性义务，

银行仅为代销理财产品时，投资者在前往银行之前已经形

兼任独立董事、仲裁员、产权交易中心评

近日，金融审判庭法官王翔状告建行恩济支行财产损害赔偿一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

金融服务

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诉由要求银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基于
此，下文主要在银行与投资者之间建立了金融理财服务关系的
前提下进行分析论述。
参考案例 1：代销关系，不承担责任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8）
粤 0604 民初 1161 号

的对价，则一般会被认定为承担更严格的义务，相应的也更有可
能会被认定为金融服务关系。

裁判要旨：建行只是提供了一个销售案涉基金产品的网银
环境，没有实施违法违规行为，已为袁锦馨做过投资者风险承受

（四）是否与投资者订立书面合同

此案系银行提供代销理财产品服务而产生的纠纷，投资者因自身知识及能力的局限，较难对其风险

银行仅为代销理财产品时，一般会与基金管理人签署相关

和收益形成全面的认识，往往依赖银行的建议而作出投资决策，基于此种情况，司法实务及政策导向体现

书面协议，投资者直接与基金管理人直接签订合同。但若银行与

出了倾向保护投资者的态度。
针对近年来频发的银行理财纠纷案件，在严控金融风险的监管背景下，笔者

投资者之间签署了书面合同，结合其他事实，一般会被认定为金

能力评估，故建行在销售案涉基金产品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
对
于袁锦馨投资案涉基金产品的损失，
建行无需承担责任。
参考案例 2：金融理财服务关系，
承担责任

现就此类纠纷的疑难问题及裁判要点进行分析梳理，供参考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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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
黑 06 民终 330 号
裁判要旨：中国银行浏阳支行通过其专门从事理财业务的
经理挑选具有购买能力的客户，主动向张声平等人宣传、推介汉
红基金，张声平在中国银行浏阳支行的推介下最终购买了该基
金，
双方构成事实上的金融理财服务法律关系。

德 · 视点 － OPINIONS

件，由投资者签字确认，整个过程应录音录像留存证据。

到风险评估义务。二是投资者的风险测评结果仅为投资者选择

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发布并实施之前，法院在认定银行与投资者

理财产品的参考，非决定性因素，银行应综合该投资者的其他因

构成金融服务关系后，基于银行的金融机构身份，主要依据《商

素综合衡量该投资者是否适合该特定产品。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
（该三部法规已被废止），要求
银行在金融服务法律关系中对投资者负有适当推介、风险提示、
风险评估等义务。
关于上述义务履行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司法判例的认定
并不统一，但由于投资者处于劣势地位，实务中仍较多偏向于由
银行承担举证责任，只要投资者提出银行在推介理财产品时未
能履行适当性义务，银行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相应

但鉴于金融理财产品的特性，银行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

方式和将最大损失风险以显著、必要的方式向林娟作出特别说

息不对称，当银行存在主动推介的情形及未就特定理财产品充

明。工行下关支行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林娟购买案涉基

分履行相应的风险评估、风险揭示义务时，结合其他因素，如投

金产品前已经履行了适当推介义务，应认定其具有侵权过错。

资者的年龄、学历、职业等，银行对投资者的损失仍存在过错，该
过错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裁判要旨：中国银行浏阳支行未对包括张声平在内的客户
进行风险评估即实施推介行为，该主动推介行为违反规定，其不
当推介行为是导致张声平购买涉案基金的主要原因，其应当对
张声平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经过案例检索，大部分裁判观点认
为，投资者理应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状况有相应的认
识，在购买理财产品时也应该进行相关了解，不能轻信银行的推
介，如在签署了风险知情书的情况下，购买了超出自身风险承受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
鲁 02 民终 2046 号
裁判要旨：姚萃轻信薛莹的推介，未对薛莹推介的投资产

阅读背面的客户须知并核对以上内容，充分知晓投资基金产品

能力相一致。
在涉及到风险大的衍生交易理财产品时，银行不得

味放大产品的盈利可能对戴晶盈利冲动有助长作用，对于戴晶

向无相关交易经验者或不适宜购买该类产品者进行主动推介，

的损失产生也具有一定作用……应对戴晶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过

即使投资者主动提出了解或购买，银行也应当与投资者书面确

错责任。
参考案例 3：风险评估义务

距离 2012 年 8 月 2 日已经两年有余，农行大庆银浪支行并未
举证证明任国清在 2015 年 3 月 25 日及 2015 年 6 月 25 日申
购中油核心主题基金时，对任国清进行了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因

参考案例 2：银行承担 70% 的责任，投资者承担 30% 的
责任

行的上述风险提示程序，也书面确认了已知并自愿承担投资风
险，法院亦会认定银行未履行适当推介及风险揭示义务，对投资
者的损失具有过错。
（三）
风险评估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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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险后，亦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对损失的发生

元 -771383.34 元）。
参考案例 2：损失未确定，确定后另行主张损失赔偿额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豫 0109 民初
8321 号

亦存在过错，应当减轻邮储银行的责任。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
裁判要旨：因原告持有的涉案基金价值处于波动中，且并

院裁判的责任承担比例，并无不妥。

未赎回基金，损失不能最终确定，待其损失确定后可另行主张。
参考案例 3：银行承担 30% 的责任，投资者承担 70% 的
参考案例 3：损失确定，银行构成侵权时，投资者有权要求

责任
赔偿

裁判要旨：虽然梁立玮具有高风险理财产品投资经验，但

相应的举证责任，
原审法院并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的情形。

但为避免当事人的诉累，考虑到天津汉红公司及北京汉红中心

银行承担 70% 的责任，即 48519.92 元。王淑兰在得知基金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 01 民终 3348 号

请求，认为被上诉人工行金山支行存在侵权的事实，理当依法承担

裁判要旨：张声平尚未穷尽救济途径向天津汉红公司主张

裁判要旨：一审法院酌情参考损失额 69314.17 元，由邮储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
鲁 02 民终 3417 号

裁判要旨：原审中，上诉人潘正霖作为原告提出自己的诉讼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1 民终 2056 号

的实际状况，本院推定张声平的损失为 2228616.16 元（300 万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津 02 民终 144 号

参考案例 4：举证责任分配——投资者承担

级明显不匹配，银行主动推介的情况下，即使该投资者履行了银

参考案例 1：损失实际未确定，
根据投资额确定损失赔偿额

权利以挽回损失，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本案损失金额并未确定。

此，农行大庆银浪支行对任国清并未尽到相应的了解风险偏好、
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并据此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的义务。

度公平予以确定。

关于赔偿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农行大庆银浪支行曾对任国清进行过个人客户
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但本案任国清购买涉案的两笔基金时，

义务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根据过错程

平安银行青岛南京路支行应赔偿姚萃的投资本金损失；对姚萃

（二）
风险揭示义务

长期持有稳健型理财产品者）的实际情况与理财产品的风险等

通过案例检索，大部分的裁判观点认为，银行因违反适当性

行青岛南京路支行的侵权赔偿责任依法可相应减低。本院认为，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 06 民终 330 号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该投资者
（如年龄 65 周岁以上者或

四、投资者损失数额的确定及赔偿问题

品作基本了解，其对其资金损失的发生亦具有相应过错，平安银

的记录。

示，
了解风险并愿意承担相关风险的声明。

的损失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

参考案例 1：仅支持赔偿本金，不支持赔偿利息损失

请表上签字确认，但本案中……银行销售人员在推介活动中一

示文件中设计确认签字栏，同时要求客户抄录其已阅读风险提

配的风险等级，故应认定工行新街口支行的过错行为与李信德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 01 民终 8973 号

产品时，应注意主动推介的产品风险等级应与投资者风险承受

决策的材料，该材料均应包含醒目的风险揭示内容，并在风险提

的风险等级依然是平衡型，并没有因而调整到与案涉基金相匹

减轻银行的责任。

的风险……本人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等内容”的基金代销业务申

银行主动推介理财产品时，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客户进

险较高产品的经验，但本案中反映的工行新街口支行对李信德

参考案例 2：风险揭示义务

银行主动向投资者推介理财产品特别是市场风险比较大的

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及风险揭示，同时向客户提供可能影响投资

裁判要旨：虽然李信德在案涉投资行为前曾有购买其他风

能力的理财产品，投资人对投资损失也具有一定的过错，应适当

裁判要旨：戴晶与平安银行案件中，在打印有“本人已详细

认是该投资者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产品，并妥善保存顾问服务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 01 民终 10111 号

（一）认定投资者有责任

的义务，
如银行举证不能，
应承担败诉风险。
（一）
适当推介义务

参考案例：

三、投资者过错的认定问题

参考案例 1：适当推介义务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1 民终 2056 号

持此裁判观点的理由为，虽然投资者具有一定的投资经验，

融消费者能够充分了解的方式向林娟说明案涉基金产品的运作

不同风险等级理财产品时的风险评估结果，避免被认定为未尽

通过检索相关案例，在 2018 年 9 月 25 日《商业银行理财

风险管理指引》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

（二）认定投资者无责任，支持本金及利息损失赔偿

裁判要旨：工行下关支行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以金

合购买某类理财产品而投资者执意购买时，银行应制定书面文

产品时进行相应的风险评估，不能直接使用该投资者购买其他

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1 民终 1563 号

当承担 30% 的责任，梁立玮当承担 70% 的责任为宜。

面告知投资者并由双方签署确认。在评估结果显示投资者不符

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是银行应尽量保证在投资者购买理财
二、
关于银行在金融理财服务关系中所承担的义务问题

参考案例 5：举证责任分配——银行承担

银行在推介理财产品前，应对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
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及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形成的评估意见应书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 02 民终 3417 号
青岛平安银行作为向金融产品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理财顾问服务
的金融机构，仍应就其未向梁立玮充分揭示风险而使梁立玮信
赖其推介作出投资决策所遭受的投资损失承担一定的过错赔偿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平安银行青岛南京路支行不能以阎
轶楠尚未追究恒紫金公司的违约责任而对抗阎轶楠对其提出的
侵权损害赔偿诉请。

责任。本院酌情认为，就梁立玮诉请的投资损失，青岛平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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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目标公司对赌之相关问题刍议-兼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
ON ISSUES OF EARN-OUT WITH TARGET COMPANY – COMMENTS ON
‘SUMMARY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TRIAL WORK MEETING OF NATIONAL
COURTS (EXPOSURE DRAFT)’
一、关于“对赌协议”的定义
“对赌协议” 并非法律概念，现有法律规定亦未对其作出明
确界定，鉴于此，
《征求意见稿》有意填补该项缺憾，将“对赌协
议”定义为“实践中所称的‘对赌协议’，是指在股权性融资协议中
包含了股权回购或者现金补偿等对未来不确定事项进行交易安
排的协议”。
笔者认为，《征求意见稿》的上述定义虽可体现“对赌协议”
的主要外在特征，但未能体现 “对赌协议” 的本质及其目的。“对

温贵和

吴捷帆

时，需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份回购或者盈利分配等强
制性规定。笔者同意《征求意见稿》就 “与目标公司对赌” 的协议
之效力问题所作处理，但就后续履行问题，笔者与
《征求意见稿》
存在不同意见，具体如下：
（一）请求权基础
无论是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还是请求目标公司承担现
金补偿义务，投资方的请求权基础均源于“对赌协议”中的约定，

Adjustment Mechanism”，即可直译为“估值调整协议”，因此其

即作为“对赌协议”中的合同主体，投资方依据“对赌协议”向目

本质在于估值调整。所谓估值调整，指在协议签订时点基于投资

标公司行使合同权利。投资方成为目标公司股东仅为各方履行

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风险的前提之下，各方形成对目标公司的

“对赌协议” 的法律后果之一，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并

初始估值，投资方据此确定投资价格与投资金额。在“对赌协议”

非基于其股东身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

签订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目标公司真实价值的逐步体现，各

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指导案例 96 号）
中的观点：

方根据约定的方式重新确定目标公司的估值，投资方据此重新

《
“ 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具有法定

调整投资价格与投资金额，以实现目标公司估值的合理与交易

的行使条件，即只有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

的公平。因此，无论是股权回购还是现金补偿，均是估值调整的

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

方式与结果，无法体现估值调整的实质。除此之外，因投资方在

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

北京德和衡（深圳）律师事务所联席

“对赌协议” 签订时存在信息不对称，在 “对赌协议” 签订后对目

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

合伙人，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现

合伙人，业务领域主要为股权投融资业

标公司不具有控制力，估值调整的目的皆在于保护在股权投融

程使公司存续的’三种情形下，异议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

任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前海一带一

务、证券与资本市场业务及金融业务。

资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方的权益，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

权，对应的是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

路法律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等社会职

中静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铭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而本案属于大华公司是否有权基于公司章程的约定及与宋文军

务，业务领域主要为公司业务、股权投融

纠纷一案（[2015] 民二终字第 204 号）中认为：“……但回购实

的合意而回购宋文军股权，对应的是大华公司是否具有回购宋

资业务及民商事争议解决业务。

质上是在双赢目标不能达成之后对投资方权益的一种补足，而

文军股权的权利，二者性质不同”，
《公司法》
第七十四条系规定

非获利……”，因此《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对赌协议”的定义也未

异议股东在特定情形下有权请求公司回购股权且公司应履行回

体现估值调整保护投资方的核心目的与价值取向。

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公司回购股东所持股权并非局限

修订为：“实践中所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
在股权性融资中，投资方为规避信息不对称等投资风险，而与融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7 月 3 日至 4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
并在会后将涉及的问题归纳整理成《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
“ 征求意见

资方达成的包含股权回购或者现金补偿等对未来不确定事项进
行交易安排以实现估值调整的协议”。

稿》
”）
。
针对各界一直关注的 “对赌协议” 相关问题，《征求意见稿》亦作出了积极回应。作为长期从事股权
的工作经历与思考，针对
《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对赌协议”的定义及其履行问题的相关内容，提出如下意

二、关于“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履行问题

见与建议，
以供读者参考。

针对存在广泛争议的 “与目标公司对赌” 问题，《征求意见

LAW FIRM

于《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列情形（如依据公司章程的约定及与
股东的合意），因此“对赌协议”所涉目标公司回购股权并不适用
《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公司法》第七十
四条作为主要法律依据审查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合
法性明显有误；同理，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现金补偿义务
并非基于其股东身份，因此《征求意见稿》以投资方的股东身份
为主要考量，将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现金补偿义务视为股

投融资领域法律服务的执业律师，笔者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作出的相关判例并结合个人

BEIJING

明确在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履行回购股权或者补偿现金义务

赌 协 议” 起 源 于 英 美 法 系 国 家，其 英 文 表 述 为 “Valuation

综上，笔者认为，
《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对赌协议”的定义可

121

稿》首次明确“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协议原则上有效，同时进一步

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并据此适用《公司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第四
款的规定审查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现金补偿义务的合法性
亦存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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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笔者认为：投资方的请求权基础源于“对赌协议”的

回购价格应纳入合法性审查范围，如最高人民法院在中静汽车

约定，如该约定不存在影响法律效力的情形的，应认定为合法有

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铭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效。
《征求意见稿》不应根据
《公司法》
的规定，基于投资方的股东

（[2015] 民二终字第 204 号）中所述：“……但回购实质上是在

身份，
审查投资方请求权的合法性。
（二）
股权回购义务
如上所述，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系基于 “对赌协
议”的明确约定，如该约定不存在影响法律效力的情形，应认定
该项请求权合法有效。
关于后续履行问题，结合“对赌协议”订立
时各方的原意以及签订后的履行过程，笔者认为，投资方请求目
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实质为投资方因不能实现投资目的而请求返
还全部或部分投资款并退出目标公司，进而减小和避免投资损
失。
因此，鉴于投资方的部分投资款已作为目标公司的新增注册
资本（即对应投资方所持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
，目标公司在后
续回购投资方股权时，其实质为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前述新增
注册资本，目标公司须减少注册资本，此种回购情形亦符合《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基于前述分析，笔者认为应从以
下两方面审查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履行股权回购义务是否应予
支持：

双赢目标不能达成之后对投资方权益的一种补足，而非获利，故
其回购条件亦应遵循公平原则，在合理的股权市场价值及资金
损失范围之内，不能因此鼓励投资方促成融资方违约从而获取
高额赔偿……”。
笔者认为，判断股权回购价格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为投资
方的投资金额以及对应资金占用费的合计金额，除过分高于前
述合计金额的股权回购价格的合法性存疑需进一步审查之外，
其余情形的合法性应予以确认。
（三）现金补偿义务
如上所述，目标公司向投资方承担现金补偿义务系履行“对
赌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该行为与投资方的股东身份不存在冲
突，亦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的情形，因此，为保护公司、公司其他
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金补偿金额是否合理应作为
合法性审查的主要考量。现金补偿义务的实质为在目标公司的
真实价值低于 “对赌协议” 签订时的估值时，对于投资方损失的

1、
股东
（大）
会审议通过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时，已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
因此回购股权涉及目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公司法》第四
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笔者认为，目标公司减少注册资

补偿，因此，笔者认为，判断现金补偿金额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
同样应为投资方的投资金额以及对应资金占用费的合计金额，
除过分高于前述合计金额的现金补偿金额的合法性存疑需进一
步审查之外，其余情形的合法性应予以确认。

本须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否则目标公司回

需要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将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

购投资方所持股权违反
《公司法》
的强制性规定，不应予以支持。

现金补偿义务视为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在此前提之下，投资

需要注意的是，笔者认为，如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和股东作
为 “对赌协议” 的合同主体已签署 “对赌协议”，即表明其知悉并
认可目标公司在特定情形之下回购投资方股权的约定，根据诚
实信用原则、禁止反言原则以及基于保护投资者权益的考虑，在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减资议案时，应将实际控制人和相关股东
所持表决权视为同意减资议案。
2、
价格合理
为保护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防止

方依法需就现金补偿款承担纳税义务，届时投资方不仅需要承
担投资损失，还需就用于补偿投资损失的现金补偿款承担税务
成本，因此，笔者认为，
《征求意见稿》对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
担现金补偿义务行为的界定明显不合理，应予以及时修正，否则
将加重投资方的负担与损失，使现金补偿这种惯常的估值调整
补偿方式的作用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权投
资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这必然有违《征求意见稿》“鼓励投资方对
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初衷。

三、结语
“对赌协议”相关问题的复杂源于其涉及《合同法》与
《公司法》的竞合，以及其法律属性与经济属性的交叉，因此，回归其本质，分清问题
的主次，才能确保其合法性的同时，保障各方的权益，发挥其最大的社会价值。相关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会面临争议甚至曲折，但笔者相信
法律人的智慧，
也相信这个过程不会太漫长。

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相关方与投资方恶意串通，通过目标
公司支付不合理的股权回购款的方式侵占、转移公司财产，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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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衡律师集团为上市公司服务法律产品
2019年德衡律师集团为上市公司服务十大法律产品

新三板公司境内 IPO 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合规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财税法商管五位一体”风控体系建设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投资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股份质押风险防控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复杂金融交易法律服务
上市公司反垄断法律服务
金融科技企业合规监管与上市法律服务
中国企业香港上市法律服务
并购与出售上市公司控股权法律服务

2016-2017 年度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犯罪案例研究报告（扫码下载电子版报告）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上市公司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质量逐
步提高，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必须重视上市公司建设，重视对上市公司企业家合法权
益的保护。德衡律师集团选取了 2016 年和 2017 年两个自然年度的上市公司及高管涉罪案例作
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分析，总结了上市公司及高管犯罪的特征，提出了上市公司及高管防控刑
事法律风险的建议，以期《报告》能够成为上市公司及高管观察刑事犯罪案件动态、趋势、特征的
一个“窗口”。

2016-2017 中国上市公司及高管行政处罚案例研究报告（扫码下载电子版报告）
2016 年以来，中国证监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加大对上市
公司的监管，净化资本市场，依法全面从严打击资本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证监会的执法力度
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零容忍、大力度、高压态。
《报告》根据 2016-2017 年各行政机关对上市
公司及高管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对相关数据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力求做到一目了然、
直击重点，让读者了解上市公司近两年多发违法区域、违法事项。另外，
《报告》还精心挑选了在
证券行政处罚方面 11 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分别向读者阐述信息披露违法、限制期内买卖证券、
操纵证券市场、短线交易及内幕交易五类典型违法行为并加以分析。希望借此能够给予读者一
定启示，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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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德衡律师集团为上市公司服务十大法律产品（扫码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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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请欣赏视频
“奋勇向前 - 德衡律
师集团进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