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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信息报送截止日临近

私募执行情况明显分化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距离

5

月

31

日、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

交换（

CRS

）注册和首次报送的截止日期仅有

2

个多月时间。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目前各类金

融机构进展不尽相同， 对于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的私募来说，执行情况更是严重分化。

私募报送进度不一

“我们会按照协会要求去处理。现在还没有

进行相关工作，感觉对公司的影响不大，准备

5

月份再去注册。 ” 上海一家中型私募人士谈及

CRS

信息报送情况时说。

多数大中型私募对于

CRS

义务有所认识，

有些大型私募前期已经开展尽调工作。 华东一

家大型私募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该公司已对相

关高净值客户进行了筛选。与此同时，不少小型

私募对

CRS

合规义务并没有足够重视。 “目前，

有的私募甚至没听过

CRS

， 更别提开展合规工

作。 ”一私募服务机构人士介绍。

还有些私募机构限于人手、成本、认识等原

因，没有真正开展

CRS

合规工作，通常只是上网

注册，直接零申报。重视

CRS

合规的机构通常是

些大型私募，公司会专门在内部设立相关岗位，

或是直接聘请律师，由律师代理

CRS

合规工作。

双隆投资相关负责人在谈到

CRS

工作时

表示， 目前该公司投资者均为境内税收企业或

个人。 未来会根据主管部门和税务部门最终确

定的尽调和信息申报流程， 进一步优化基金运

营过程，履行

CRS

义务。

律师提醒

机构需重视CRS

� � � �

2017

年

7

月

1

日，由国家税务总局、财政

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颁布

的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

法》（简称《管理办法》）正式生效，《管理办法》对

相关义务进行了详细明确。

今年

1

月

23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发布通知。 按照要求，私募管理人应于

5

月

31

日前完成注册，并完成第一次报送，未来每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当年申报。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小皖表

示，

CRS

是个新鲜事物，金融机构对它的运作机

制还很陌生。今年是第一次报送，这需要有个逐

渐熟悉的过程。 再次，

CRS

合规是需要成本的，

金融机构无论是自己做，还找代理机构，都需要

支付一定成本。很多盈利能力不强的机构，自然

会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重视程度会差一些。

他还表示，“其实不止

CRS

， 中美之间在

2014

年就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

FATCA

）达成

了原则一致，只不过落实计划还没有出来。以后

很可能一家金融机构要做两次报送。

CRS

做好

了，机制建立了，后来的

FATCA

就不会费力。 ”

上期能源发布

异常交易行为管理规则

证券时报记者 沈宁

昨日，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下称上期能

源）发布《异常交易行为管理办法》及《实际控制关

系账户管理办法》。

据悉，《异常交易行为管理办法》 明确上期

能源是异常交易行为的管理主体，可以对会员、

境外特殊参与者、 境外中介机构或者客户采取

自律管理措施；期货公司会员、境外特殊经纪参

与者、 境外中介机构应当切实履行对客户交易

行为的监督职责。根据该管理办法，异常交易行

为类型包括自成交、频繁报撤单、大额报撤单、

实际控制关系账户合并超仓等类型。

另外， 办法也规定了异常交易行为的处理

及标准：对于异常交易行为，上期能源可以采取

要求报告情况，列入能源中心重点关注名单，向

会员、境外特殊参与者或者境外中介机构通报、

约见谈话、限期平仓、强行平仓、暂停开仓交易、

公开谴责、宣布为不受市场欢迎的人等措施。涉

嫌违反法律法规的， 能源中心提请中国证监会

进行立案调查。

《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管理细则》列举规定了

应当认定为具有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的具体情

形。该办法实施后，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控制人

和被控制人， 均应当通过各自开户的期货公司

会员、 境外特殊经纪参与者或者境外中介机构

主动向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报备相关信息；

非期货公司会员、 境外特殊非经纪参与者应当

直接向上期能源报备， 由上期能源将相关报备

信息发至监控中心。

银保监会九人领导班子敲定 郭树清任首任主席

宣布成立若干个工作组，研究下一步机构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三定”方案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继

3

月

13

日公布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 宣布合并银监会和保监

会， 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下称“银保监会”）后，这个新

机构的领导班子也在“两会”结束后

的第一天正式确定。

昨日， 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相

关领导干部在原银监会办公大楼召

开会议， 宣布成立银保监会的相关

事宜。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会上，

经中组部相关负责人宣布， 银保监

会的首任领导班子诞生， 原银监会

主席郭树清担任银保监会首任主

席， 原银监会

4

位副主席和原保监

会

3

位副主席均担任银保监会的副

主席， 原银监会纪检组组长李欣然

担任银保监会首任纪检组组长。 至

此，银保监会形成“一正七副一纪检

组组长”的九人领导班子格局。

此外， 会议同时宣布成立若干

个工作组， 研究下一步机构调整的

具体实施方案， 包括 “三定”（定职

能、定机构和定编制）方案。

形成新的领导班子

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后所引

发的内部调整是自上而下的，新机

构的领导班子先确定之后，后续的

机构和部门人员的调整才会有序

展开。

3

月

21

日下午

2

时

40

分左

右， 证券时报记者在银监会门口看

到，郭树清出现在原银监会门口，迎

接前来的中组部相关负责人， 随后

一同进入银监会办公大楼。

下午

3

时左右， 原银监会和原

保监会相关领导干部出席在原银监

会

302

会议室召开的大会， 会上中

组部相关负责人宣布银保监会成

立， 并宣布郭树清担任银保监会党

委书记、主席。

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

7

位副主

席均担任银保监会党委委员、 副主

席。其中，原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位

列银保监会第一副主席， 原保监会

副主席陈文辉位列银保监会第二副

主席。 原银监会纪检组组长李欣然

担任银保监会党委委员、纪检组长，

原保监会纪检组组长林国辉则另有

他用。 至此，银保监会形成“一正七

副一纪检组组长” 的

9

人领导班子

格局。

会议同时宣布成立若干个工作

组， 研究下一步机构调整的具体实

施方案，包括定职能、定机构和定编

方案。

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银保监会

主席郭树清、 副主席王兆星一同出

现在原银监会门口， 送走前来参会

的中组部上述负责人。

“郭式强监管旋风”

将延续

外界对郭树清担任银保监会首

任主席并不意外，素有“改革猛将”

之称的他此前呼声也是最高的。 郭

树清于

2017

年

3

月初履职银监会

主席， 在其执掌银监会的

380

余天

里，据不完全统计，银监会公开发布

的各项规章和制度就有

36

项，去年

下半年以来更是形成了每逢周五必

有大新闻发布的惯例。 郭树清来到

银监会后， 也被外界称为带来了一

股“郭式强监管旋风”。

“郭从山东省省长的位子调到

银监会担任主席一职， 此后便拉开

了银行业强监管大幕， 他是个坚定

的改革派， 对待金融监管态度严厉

且雷厉风行。”北京一位银行业观察

人士称。

郭树清一向较为低调， 公开露

面或表态并不多， 但每一次释放的

监管信号都极为清晰明确、 相关政

策落地也较快。 例如，他上任银监

会主席伊始在国新办召开了一场

新闻发布会，会上就表示，银行业的

各种风险和乱象， 很大程度上源于

监管制度缺失。“牛栏里关猫”，没有

完善健全的监管制度。为此，银监会

在推进防范金融风险的工作部署

时， 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对监管制

度和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

系统梳理，加强制度建设，切实弥补

监管短板。

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银监会就拉开了强监管大幕， 各类

补短板的监管政策陆续密集出台，

剑指银行业理财业务、 同业业务和

影子银行业务。

银行业经历过一年多的“铁腕”

治理后， 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初

步遏制。 其中，截至今年

1

月末，特

定目的载体投资增速在去年大幅下

降的基础上，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

增速为

-3.9%

， 较去年同期大幅下

降

39.2

个百分点。 银行理财产品余

额

30.6

万亿元，增速回落至

1%

，较

去年同期下降

26.6

个百分点；其

中，同业理财规模继续收缩，较去年

同期净减少

3.6

万亿元。

郭树清最近一次的公开表态是

在今年“两会”期间的“部长通道”

上， 当时他强调了要继续推动去杠

杆， 特别是要抑制居民部门杠杆率

的过快增长。

郭树清表示， 银行是防范金融

风险攻坚战的主战场，银行规模大，

要将杠杆率稳定下来， 尽可能降低

企业部门杠杆率， 降低政府部门杠

杆率。

郭树清说， 目前中国居民家庭

部门杠杆率也需要降低， 居民家庭

部门增长非常快，大家警惕性不够。

“居民家庭个人消费买房、投资增长

速度非常快，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

们是一个高储蓄国家， 过去这是我

国很大的优势， 如果借钱比存钱还

增长的快，储蓄率高的优势将丧失。

所以， 银监会将降杠杆作为非常重

要的方面，继续做好这方面工作。 ”

业内普遍预计， 银保监会成立

后， 将强化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银

行业和保险业监管。

3

月

21

日当

天， 原银监会官网还发布了一项新

规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

管理指引》，要求与银行业金融机构

签订劳动合同的在岗人员， 银行业

金融机构董（理）事会成员、监事会

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银行业

金融机构聘用或与劳务派遣机构签

订协议从事辅助性金融服务的其他

人员均须遵循此《指引》，以风险为

本， 重点防范从业人员不当行为引

发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

险和声誉风险等各类风险。

保险业预期严监管势头将继续

证券时报记者 刘敬元

昨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成立， 新的领导班子也随之

确定。保险业内人士普遍预期，这个

新成立的监管机构将继续保持严监

管势头，行业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保险业

积极看待两会合并

对于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一

事，证券时报记者采访获悉，保险业

内人士大多持积极态度。 他们的理

由有多个方面。

从长远来说，有观点称，银行

业在金融业内的地位一直以来是

最高的， 保险业与之受同一机构监

管，意味着保险的地位也得到提高，

这对保险业是好事情。 也有业内人

士表示， 目前银行业的监管更加成

熟， 以后保险业受到统一标准的监

管，有助于行业实现更加合规、稳健

的发展。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 考虑到保

险业近年来出现乱象的一部分原因

有监管自身问题， 新设立的监管机

构对于重塑保险行业监管———塑造

一个透明、标准统一的监管，很值得

期待。 同时，对于银行和保险之间的

“两不管”地带，随着新监管机构的成

立， 将能弥补此前监管上的空白，降

低风险。同时，穿透、实质重于形式等

监管要求，也将更容易落到实处。

从近期更加实际的角度看，有

中小险企人士表示， 银行和保险之

间的业务合作、交叉越来越普遍，监

管“合二为一”之后，对于推动两个

行业之间的合作，将起到较大作用。

此前， 业内已期待有这方面的动

作———包括产品交叉销售、 资管合

作等。

不过，也有保险业人士表示担

忧，“两个机构合并， 总有主次，以

谁为主？ 以后的沟通会怎样？ 还有

待观察。 ”

对于新监管机构主导下的未来

监管环境， 保险业界普遍预期只会

比现在更严。不过，他们对此已做好心

理准备，并认为严监管并非坏事。 “对

于好公司来说，是好事，不会有负面影

响；对于相对差一些的公司而言，长期

影响也是正面的， 有助促进经营好

转。 ”一家大型保险集团高管说。

尚未影响基层监管人员

对于银保监会昨日成立， 有保监

系统人士表示，“确实比想象得要快”。

昨日下午

5

点后，有原保监会基层

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目前还没

有领导开会传达相关会议内容， 下一

步的整合信息目前还不明晰。整体上，

多数监管系统人员的工作还在照常进

行，基层员工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

对于监管工作人员来说， 昨日的

特殊之处在于， 新机构的设立意味着

旧机构即将“消失”。因此，昨日他们纷

纷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牌

子合影，以作纪念。还有曾在保监会工

作过的人士， 专程赶回来在原保监会

大门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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