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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法律与监管 

1. 中国人民银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为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效能，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有关方面

研究起草了《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

例》”），现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30 日。 

【短评】 

《条例》按“中央统一规则、地方实施监管，谁审批、谁监管、谁担责”的原则，

将地方各类金融业态纳入统一监管框架。主要内容包括：[1] 

1）明确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加强央地协调配合。 

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规则，对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

予以业务指导。 

省级人民政府履行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职责，承担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属地责任，对辖区内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负总责，维护属地

金融稳定。 

2）明确地方金融组织定义和监管规则。 

地方金融组织指依法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

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授权省级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从事地方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  

强调地方金融组织持牌经营，设立区域性股权市场应当经省级人民政府公示，并报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设立其他地方金融组织应经省级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部门批准并颁发经营许可证。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服务本地，原则上不得跨省开展业务。 

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业务的规则由国务院或授权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3）赋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履职手段，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明确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现场和非现场监管，依法采取监管措施。 

建立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视情按程序对地方金融组织采取暂停业务、限制

资产转让与资金运用、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等风险处置措施。 



植德大湾区·自贸港 |月报 2021 年 12 月刊   

2 

 

分情形设置处罚标准，按照过罚相当原则可实施“双罚”制，对长期多次从事同类

金融违法行为可逐次处罚。 

4）明确地方对四类机构的监管要求。 

明确地方各类交易场所、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投资公司、社会众筹机

构等四类机构不得开展的业务类型。 

对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要严格准入，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开展信用互助业务，对

不符合批设或备案条件的投资公司以及社会众筹机构提出限期清理要求。 

四类机构的风险防范、处置和处罚，参照条例规定执行。 

5）明确对非法金融活动的监测、认定、处置原则。 

明确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非法金融活动的监

测、认定和处置。 

对区域性非法金融活动和全国性重大非法金融活动提出认定和处置安排。 

6）设置过渡期安排，确保平稳过渡。 

对条例施行前设立的地方金融组织，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

规定条件。 

已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业务且需要整改的，由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明确过渡

期安排。 

[1]参见：《7 类地方金融机构新规来了！原则上不得跨省展业！》，载“金融监管

研究院”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9ICh04vRybWPhF5S_zftkg，最后访

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试点

办法（暂行）》 

2021 年 12 月 29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下称“横琴合作区”）正式出台了《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试点办法（暂行）》（下称“《试点办

法》”）。 

根据《试点办法》，港澳台地区的境外投资者皆可通过这一《试点办法》在该区申

请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类企业，即 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并在境内开

展股权投资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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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办法》将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正式实施。届时，将打通 QFLP（合格境外有

限合伙人）及 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跨境双向投资通道，吸引境内外资产

管理机构到合作区展业，为该区建设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支持。 

【短评】 

作为该区支持澳门发展现代金融业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办法建立了试点工作的联

合会商机制，并明确了试点条件、试点运作、试点申请及试点管理等要求，同时提

出建立服务澳门企业的绿色通道机制，为其提供更加便利的试点环境。 

《试点办法》具有“零门槛、无限制、投向广”的亮点特色：一是在准入门槛方面，

对境外股东或合伙人的管理资产规模、自有资产规模、持有金融牌照方面不做强制

要求；二是在注册出资方面，不限制境外投资者的注册资本、首次出资比例及出资

期限；三是在投资业务方面，包括了未上市企业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

的股票，可转债、市场化和法治化债转股、股权类基金份额，作为上市公司原始股

东参与配股等多方面业务。另外，试点企业还可参与投资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基金。 

《试点办法》还规定，试点企业应为私募机构，须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手续。对内外资实行无差别

管理，除基本“外管外”的业务模式外，还允许“外管内”“内管外”，即允许外

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发起设立或受托管理内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允许

国内所有地区的内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在合作区设立或受托管理外

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2] 

[2] 参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出台首个金融专项政策》，来源：新华网，网址

http://hmo.gd.gov.cn/hq/content/post_373991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3.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管理办法》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明确，自贸港基金规模为 100 亿元，根据投资进度，

由省财政分年度通过预算安排出资，支持重点产业、重点园区和重大项目发展建设。 

支持重点园区发展包括支持海口江东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和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等省内各园区的产业培育与集聚，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和园区与自贸

港基金合作设立子基金，推动形成“一园区、一基金”发展格局。 

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包括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支持

未来预期现金流可以覆盖投资成本、退出有保证的重大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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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管理办法》指出，自贸港基金是指由省政府出资设立、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省级

政府投资基金母基金。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

原则，通过专业化投资运营管理，促进基金持续健康运行，保障政策目标有效实现。 

《管理办法》针对管理架构与职责、投资范围与基金运营、风险控制与监督管理、

绩效评价等方面，作出具体安排，规范自贸港基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管理办法》明确，自贸港基金将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支持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主导产业发展；支持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

料、现代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以及深海科技、南繁育种、航

天科技等“海陆空”未来产业发展；支持培育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3] 

[3]参见《规模 100 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出台》，来源：海

南日报,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Iqz5AuD_2wz0zuyYRwCoUQ，最后访问日

期：2022 年 1 月 5 日 

4.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海南自由贸易港征收征用条例》 

《海南自由贸易港征收征用条例》（以下简称“《征用条例》”）已由海南省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通过，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短评】 

《征用条例》全文二十八条，共五章。 

为规范征收征用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征用人合法权益，《征用条例》

主要规定了： 

1、明确了征收征用工作的政府负责单位。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土地的，经依法

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

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

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2、明确了征收与补偿的标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拟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应

当在征收预公告发布前，就征收需要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进行认定，

必要时可以组织有关部门、相关领域专家论证。在市、县、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确

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实施成片开发，公共利益情形的认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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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了征用与补偿的标准。因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紧急需要，征用实施单位

在调用现有储备资源、紧急采购后，仍无法满足紧急需要的，可以依法对组织、个

人所有的不动产、动产实施征用。征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动产应当与紧急情况

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征用实施单位有多种方式可以选择

应对紧急需要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组织、个人权益的方式。本条例所

称征用的不动产、动产包括组织、个人所有或者使用的土地、房屋、场所、设施、

运输工具、工程机械和其他物资等。 

4、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国家工作人员在征收征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组织、

个人采取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依法进行的征收征用与补偿工作，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依法给予处罚。违反《征用条例》规定的行为，《征用条例》未设定处

罚而相关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违反《征用条例》规定的行为，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跨境电商常见经营行为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跨境电商市场秩序，2021 年 12 月 3 日，海南省市场监管

局制定《跨境电商常见经营行为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引》），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 

【短评】 

《指引》适用于海南省范围内的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通过电子商

务平台达成的跨境交易行为；明确规范商事登记、网络交易、广告行为、知识产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正当竞争限制等内容。 

《指引》指出，在网络交易中，跨境电商平台经营者应要求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

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提交其身份、地址、联系电话、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

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至少每 6 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应当对平台内经营者及

其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建立检查监控制度；不能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

合理条件，不得干涉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 

跨境电商经营者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以及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前，应提供至有关部门对广告内容进行

审查，审查通过才可以发布。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指引》明确跨境电商经营者销售商品，除指定商品以及

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外，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

品之日起 7 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以直接捆绑或者提供多种可选项方式向

消费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提供多种可选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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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的任何选项设定为消费者默认同意，不得将消费者

以往交易中选择的选项在后续独立交易中设定为消费者默认选择。[4] 

[4] 参见《海南跨境电商常见经营行为合规指引公开征求意见 12 月 5 日截止》，

来自：央广网海口 12 月 4 日消息，记者蔡文娟，实习记者李思莹，网址：

https://new.qq.com/omn/20211204/20211204A03QWT0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6. 广州市司法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联合发布：《全面推动证券期货纠纷诉调对接 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

意见》 

为进一步完善广州市证券期货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强证券期货行业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近日，广州市司法局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全面推动证券期货纠纷诉调对接 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

保护的意见》（下称《意见》），全面整合资源，推进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与诉讼“无

缝衔接”。《意见》共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内容 3 个部分，14 条。 

【短评】 

《意见》明确，诉调对接工作应坚持依法公正、方便快捷和注重预防等 3 项原则。

为加强组织领导，提升证券期货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引领力，广州市司法局牵头与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会议主要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中小投资者保护指标相关工作任务要求，

研究、部署、促进中小投资者保护指标各项工作的具体举措，互相交流工作经验，

研讨工作难题，共商工作规划。 

《意见》明确了示范判决机制。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引发

的民事赔偿群体性纠纷，需要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判决宣示法律规则、统一法律适用

的，受诉人民法院可选取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个案作为示范

案件，先行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对选取为示范案件已作出生效判决的，所涉群体

性证券纠纷的后续案件或平行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诉前委派或诉中委托调解。

其中，委托调解的平行案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由委托法院制作民事调解书

结案。通过示范判决所确立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标准，引导当事人通过证券期货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解决纠纷，提高矛盾化解效率。 

《意见》明确了在线诉调对接机制。通过广州法院在线多元纠纷化解平台（ODR）

与调解组织在线调解平台，以平台对接方式开展全流程在线调解、在线申请司法确

认或出具调解书等诉调对接工作，进一步畅通投资者维权渠道、降低投资者维权成

本，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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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广州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诉调对接》，刊载于“广东金融”微信公众号，

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FluoybaimswsYiPjqGZeYg，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7. 深圳市税务局：发布《关于支持前海建设发展若干创新举措》 

2021 年 12 月 7 日，在“前海潮头风正劲 扬帆开新局”——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成果发布活动上，深圳市税务局发布《关于支持前海建设发展若干创新举措》

（以下简称《创新举措》）。《创新举措》旨在促进深圳税收现代化与前海同频共

振，推动《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的落实落地，力争

在前海打造全国税收现代化建设的“冲锋舟”。 

【短评】 

《税收创新举措》涵盖 10 项举措，突出粤港澳税收服务合作与服务能力提升、探

索区块链技术在前海数据共享等领域运用建立、精准跨境税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

前海信用税收体系建设等领域的创新机制，助力前海成为一流营商环境的“展示厅”。 

信用税收一直是前海深化税务“放管服”改革的突出亮点，也是《创新举措》的其

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海税务局与前海管理局加强合作，推出信用税收 3.0 升级

版。信用税收 3.0 版将从第三方数据应用、系统支撑、动态更新、共享共治等方面

完善企业信用评价和分级分类管理服务措施，探索建立“信用+风险”新型监管机制，

促进征管模式全面数字化转型。[6] 

[6] 参见《<关于支持前海建设发展若干创新举措>正式发布，助力前海成为一流营

商环境的“展示厅”》，刊载于“深圳前海”微信公众号，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tpTCnI1PkIGZCCpv05fOZQ，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8.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市场监管现代化“十四五”规划》 

2021 年 12 月 20 日，《广东省市场监管现代化“十四五”规划》（下称《规划》）新

闻发布会召开。作为广东省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以来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提

出，到 2025 年，全省市场监管实现市场准入更加便利、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消费

环境更加放心、安全监管形势更加稳定、质量供给更加高效、创新发展动能更加强

劲、市场监管法治体系更加健全七个目标。 

《规划》专门设置服务“双区”建设专章，紧抓“双区”“双城”“两个合作区”

建设重大机遇，推动粤、港、澳三地市场监管领域合作，推动广东建立与港澳衔接、

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和制度规范，引领带动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创新。 

【短评】 

https://mp.weixin.qq.com/s/FluoybaimswsYiPjqGZe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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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将积极建立与港澳衔接、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和制度规范。聚焦市场监管重点

领域，推进大湾区标准化体制机制改革，高水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

研究制定发布“湾区标准”。鼓励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开发基于“湾区标准”的检验

检测认证服务项目，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检验检测认证合作机制，推进质量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积极探索具体问题的“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规三地”，以点带

面推动三地规则衔接，建设湾区统一大市场。 

积极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规划》提出，优化粤港、粤澳知识产权合

作机制，推进新一批合作项目实施，以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粤港澳

大湾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等为带动，培育发展大湾区知识产权市场。重点支

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全链条生态体系，

支持横琴建设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珠海分中心，支持前海建设国

际化综合性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新高地。 

在强化食品药品监管方面，《规划》还提出要完善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探索搭

建大湾区食品标准体系和检验检测平台，建设大湾区药品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流

通和使用的“软联通”机制，联合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科技攻关，促进大湾区食品医

药产业健康发展。 

在着力打破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方面，广东将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促进竞争政

策与宏观经济政策协同发展，加快推动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化向普惠化、功能

性转变。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

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将公平竞争审查纳入依法行政、法治政府考核评价体系。推动

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重点查处民生、公用事业等领域和自然垄断环节

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切实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广东将突出商业秘密保护，规范线上市场营销秩

序，规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权利平

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广东将着力促进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坚持支持健康发展和依法规范并重，密切

关注线上经济快速发展中积累形成的风险，防范部分企业凭借数据、技术、资本优

势造成竞争失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规划》还将着力规制重点领域和环节竞争秩序。麦教猛透露，将紧贴企业群众生

产生活，精准重拳出击，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伪劣、严重危害食品安

全等各类违法行为，打出让老百姓拍手叫好、让守法者扬眉吐气、让违法者震慑畏

惧的效果。[7] 

[7] 参见《广东支持横琴、前海实行市场准入特别措施》，刊载于“深圳前海”微

信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s9IP4Wl8z72iMi4YTsDCsg，最后访问

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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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南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海南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施方案》 

近日，海南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海南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并指出，到 2025 年，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

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海南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下坚实基础。 

【短评】 

《方案》明确，完善依法平等保护产权制度，依法惩治侵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合法

权益等相关犯罪。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基础制度和规范。审

慎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建立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运营体制机制，加快海口

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挂牌，健全覆盖全省的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服务体系。 

《方案》指出，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完善建设用地市场机制，探索增加混合产

业用地供给，推行以“极简审批+对赌协议”为核心的标准地制度改革。积极推进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融资政策，鼓励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闲置土地。同时，推动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实行以公民身份

号码为唯一标识、全岛统一的居住证制度。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开展全岛同城化户

口登记通办试点。按照常住人口规模优化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对接全国统一的社会

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社保关系转移“一次申请、全程代办”制度。持续推进异地

就医结算工作，实现“跨省通办”“一码通行”。 

《方案》提出，加快推进中国海南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海口分园、三亚分园）、

中国三亚旅游人才市场、中国（海南）留学人员创业园等重点园区建设。建立企业

培育上市工作机制，推动落实“尖峰岭”专项行动，建立上市（挂牌）后备资源库，

加快省内优质企业首发上市，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推动

优质资产管理机构申请公募基金牌照。积极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 

《方案》还要求全面落实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度，完善产品质量安

全风险监测，健全缺陷消费品召回制度。建立省、市（县）两级绿色农产品认证机

制和“三品一标”认证激励机制，实施“海南优质农产品”认证工程。持续办好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依托中国品牌日、“双品网购节”，培育推介海南品牌。用

好用足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打造免税购物、国际医疗、留学海南三大品牌。 

在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方面，《方案》要求，有序扩大社会服务业市场开放。创新

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准入方式，支持开展互联网处方药销售、高端医美产业发展，优

化移植科学全领域准入和发展环境，全面放宽合同研究组织（CRO）准入限制。实

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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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海南：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开展全岛同城化户口登记通办试点》，刊载于

“自贸港在线”微信公众号，来源：海南日报客户端，记者：傅人意，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7F4RW-B6ifIyBGogU-okbw，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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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市场与业务创新 

1.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依法对中诚致信融资担保提交虚假文件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 

根据《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令第 683 号）规定，深圳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深圳市金融局”）对深圳市中诚致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监管部门

提供虚假文件案进行了调查，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依据《融资担保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作出处罚决定，对深圳市中诚致信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处以 40 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短评】 

近年来，地方金融业态快速发展，金融服务类型不断丰富，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传统金融行业的重

要补充。但同时，部分地方金融组织也存在经营管理不规范、业务不合规等问题，

潜藏一定风险隐患。 

深圳市金融局自承接“7+4”地方金融业态监管职责以来保持监管高压态势。2020 年

10 月，深圳市金融局对深圳市天大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出首个行政处罚决定。

今年 6 月，深圳市金融局开展了涉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依法对多家融资担保公

司、小额贷款公司采取监管约谈、责令改正、暂停部分业务等措施，严防经营性信

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 

在对中诚致信开展现场检查期间，深圳市金融局发现该公司与某小贷公司合作开

展债权转让业务。为进一步核实业务情况，深圳市金融局要求中诚致信提供相关业

务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等资料，并对该小贷公司实施了延伸检查。经交叉比对

两家公司提供的材料，认定中诚致信提交的《借款合同》《网上银行电子回执》等

材料中有部分为虚假文件，并且其资金最终流向了房地产领域，影响国家房地产调

控政策有效性。 

中诚致信与某小贷公司开展的部分“债权转让”业务实质属于法规禁止事项，其通

过提供虚假材料的方式，误导监管部门，用以隐瞒其业务实质，违反了《融资担保

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相关规定。综合考量其违法事实、违法行为性质、

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法认定其适用于从重处罚的情形，故作出 40 万元人民币

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未来，深圳市金融局将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

大任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

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推动地方金融业态坚守初心、回归本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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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持续加强监管震慑，既要“长牙齿”，也要“咬合”。不断加大现场检查力度，

坚持对违法违规问题“零容忍”，并通过监管约谈、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等系列举

措，保持监管高压态势。 

二是不断完善监管法规制度体系。积极推动地方金融监管立法，形成上位法支撑；

与时俱进，适时开展地方金融业态监管制度的修订工作，形成市场准入、日常监管、

现场检查、有序退出等全流程制度体系。 

三是进一步提升事中监管能力。持续推动监管评级，实施分级分类监管；丰富监管

工具，探索制定合作机构黑白名单制度，堵塞行业监管漏洞；推动监管联络员制度，

督促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及内控体系，守住风险防范及合规的第一道防线；加强监管

信息科技建设，提升监管前瞻性、灵敏性、精准性。[1] 

[1]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依法对中诚致信融资担保

提 交 虚 假 文 件 作 出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 ， 载 “ 深 圳 金 融 ” 微 信 公 众 号 ，

https://mp.weixin.qq.com/s/VYmS4nETAMqV4Bfod4zQxA，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2. 深圳发布防范金融领域“非法代理投诉”风险通告 

2021 年 12 月 20 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深圳市信访局、深圳市司法局、

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银保监局

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金融领域“非法代理投诉”风险维护健康稳定金融秩序

的通告》，以遏制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或个人借“代理投诉”之名，非法牟利、捏造

事实、违背合同约定、突破法律底线，通过代理投诉收集消费者个人隐私信息，损

害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民生和经济稳定。 

【短评】 

《关于防范金融领域“非法代理投诉”风险维护健康稳定金融秩序的通告》内容包

括： 

一、警惕“非法代理投诉”风险 

部分非法代理投诉组织或个人利用互联网论坛、微信朋友圈、网购平台、社交平台、

短视频等渠道招揽生意，诱导消费者委托其“代理维权”，要求金融消费者提供身

份证件、联系方式、银行卡号、保单、合同、证券期货交易账号及交易信息等涉及

个人隐私的敏感信息，唆使消费者无视合同约定，捏造事实，向金融监管、信访等

部门投诉，阻止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开展有效沟通，并以缠访闹访等手段

施压，以达到其收取高额代理手续费、截留套取资金、唆使消费者转购非法理财产

品或参与非法集资等目的。上述非法行为将导致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资金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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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保险保障、征信受损等风险，甚至遭到诈骗，以及引发需要消费者本人承担的

法律责任。 

二、树立理性的金融消费和投资理念 

金融消费者应当通过正规渠道正确了解融资成本、抵押、担保（品）、保险责任、

现金价值、资金净值、杠杆率、分级产品、套期保值、居间代理、证券投资咨询、

固定收益、管理人责任和托管人责任等金融概念，树立正确、理性的金融消费和投

资理念，接受正规持牌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拒绝非法金融服务，拒绝私下代

理客户从事证券期货交易、非法承诺保本保收益等违规执业行为。 

三、树立依法维权意识 

消费者应警惕参与“非法代理投诉”可能面临的风险隐患，对于“非法代理投诉”

勿轻信、勿传播。尤其应拒绝参与编造理由、伪造证据、提供虚假信息等非法行为。

消费者应通过向行业自律组织申请调解、向人民法院起诉等正规渠道依法合理维

权，也可以直接通过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信访部门等公布的官方渠道反映诉求。 

四、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金融机构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畅通投诉渠道，强化投诉管理，有效提

升客户满意度，同时应进一步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帮助广大消费者树立正确的

金融消费理念。 

五、维护健康稳定金融秩序 

金融机构、消费者及有关部门应坚决抵制“非法代理投诉”等违法行为，积极与公

安、市场监管、信访、金融监管、银保监、证监等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对其

坚决打击。发现“非法代理投诉”的组织或个人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线索时，要及时

提交公安机关，配合做好取证调查等相关工作。金融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健

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持续增强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消费者满意度。广大

消费者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拒绝“非法代理投诉”等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

识，保障个人资金安全，通过正规渠道正确了解金融产品及相关知识，共同维护健

康稳定的金融秩序。[2] 

[2]参见《关于防范金融领域“非法代理投诉”风险维护健康稳定金融秩序的通告》，

载 “ 深 圳 金 融 ” 微 信 公 众 号 ， 网 址 ： https://mp.weixin.qq.com/s/cFBp34o-

Tgae1VmpjlbYQg，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3. 佛山金融观察：打造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样本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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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发布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从完善现代金融组织体系，

提升发展产业金融，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等四方面着手提升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将佛山建设成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金融标杆城市、金

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范本城市、现代金融业发展模范城市、金融稳定发展示范

城市。 

广东省金融“十四五”规划提及佛山等省内制造业大市时，明确要求要围绕制造业

核心企业推动产业金融精准发力，促进先进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 

事实上，产业金融一直是佛山的重点发力方向之一。作为年营收超 2000 亿元的世

界 500 强企业，美的参股设立财务公司，反哺供应链上下游，是佛山推动产业金融

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了解，在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的指导下，美的财务开展延

伸产业链贴现业务。一方面为成员单位结算业务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为成员单位供

应商提供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不仅促进成员单位及美的集团产业链企业良性

发展，同时也为地区制造业发展壮大作出贡献。 

【短评】 

产业金融主要包括：（1）企业控股或参股金融机构，或者直接设立金融平台或组

织，即“由产到融”“以产助融”；（2）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控股或参股实体企

业，即“由融到产”“以融助产”；（3）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混合型、松散型

合作与联系，以及股权、债券、证券化产品等多种工具的密切交易，即广义的产融

结合。[3] 

产业金融的形成源于产业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金融需求，依托雄厚的实体产业

利润积累进入金融领域，通过参股、持股、控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经营金融业务。

从产业金融的功能特征看，产业金融是产业和金融的紧密融合，其重点在于“以融

助产”，更好地支持企业主业发展，为企业带来综合化的竞争力。产业金融作为产

融结合一体化发展模式，在提供产业发展的金融整体解决方案、促进资金融通、资

源整合、价值增值方面较传统商业金融具有独特优势，有效顺应了发展趋势，近年

来在国际国内范围内均实现了较快发展。 

从产业金融的实现路径看，产业金融以产业为根本、金融为手段，通过产业与金融

的融合全面提升产业价值。产业金融发展的实现路径有主要三个层次：一是资金融

通，既包括通过银行、租赁等手段的债权融资，也包括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

二是资源的整合，即通过证券化管理及资本的手段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纵向并购、

相关产业的横向并购、资产重组等，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水平；三是价值增值，产

业和金融高度融合，从战略管理、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组织管理等多层次深入融

合，形成产业金融生态圈，提升价值创造水平。产业金融的发展源于融资而又远远

不限于融资，金融持续赋能产业，以资本为纽带提高产业运行效率。[4] 

[3]杨涛.新形势下产融结合创新与发展[J].中国金融,2020(12):50-52. 



植德大湾区·自贸港 |月报 2021 年 12 月刊   

15 

 

[4]佐卫.产业金融的核心逻辑与发展趋势[J].中国金融,2020(12):48-50. 

4. 知识产权金融路演中心正式启动：促知识产权、金融深度融合 

由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与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共建的“知识产权金融路演中心”，

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成功举办了“知识产权金融路演中心启动仪式”，标志着广东

股权交易中心继科技金融路演中心、新三板企业路演中心、粤融资本路演中心等之

后，又一线下常规化路演中心的诞生，将为加快推进国家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综合

改革试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撑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的

作用，支持广东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迈出又一坚实的步伐。 

【短评】 

“知识产权金融路演中心”的设立就是通过筛选一批知识产权优势明显、自主创新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强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并为其提供面向资本市场的特定

展示场所，有利于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实现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从而有利于促进

广东省知识产权和金融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广东省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高质量发

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和投资

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加速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促进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实

现知识产权高质量运营。[5] 

知识产权既是创新的原动力，也是创新的载体，其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将创新与

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因此，知识产权的流动速率和配置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

场的创新能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脉，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金融对科技

创新的支持。作为重要的创新要素，知识产权与金融的有机结合，有助于盘活知识

产权资产，加速知识产权价值转化，激发市场创新动力，以高质量创新驱动高质量

发展，所以，知识产权金融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内在要求。 

目前，我国知识产权金融相关的法律制度仍不完善，金融手段呈现泛化、不具体等

特点，与原法规存在衔接不够、不兼容问题。针对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应积极采

取措施不断修订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尽量降低和避免金融支持知识产权转化中的

法律制度阻碍，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做到在法律上支持知识产权金融的

可持续发展。[6] 

[5]参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金融丨知识产权金融路演中

心正式启动：促知识产权、金融深度融合》，载微信公众号“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

究院”，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KOdtzrQDA_P3NPSsZ3g50g，最后访问日

期：2022 年 1 月 5 日。 

[6]胡冰洋 .大力发展知识产权金融   推动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J].宏观经济管

理,2021,No.447(01):73-77+90.DOI:10.19709/j.cnki.11-3199/f.202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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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 中国科技金融论坛在广州成功举办 

2021 年 12 月 29 日，2021 中国科技金融论坛在广州成功举办。中国（深圳）综合

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副所长余凌曲在会上发布了《中国城市科

技金融生态指数》（下称“指数”）。 

指数从科技金融资源富集度、科技金融服务精准度、科技金融环境承载度和科技金

融耦合协调度等四个维度，对全国 31 个重点城市的科技金融生态进行综合评价和

排名，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 

【短评】 

在当前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金融变革与创新，打通技术市场与资本市

场，投资机构如何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依托大湾区发展科技和产业的优势，坚定

投向科技创新领域，是非常重点的内容。[7] 

以广州为例，在 2021 年广州出台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新时期进一步促

进科技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广州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引导金融资源

向科技创新领域配置，进一步促进科技、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打造金融产业生态，

在建设风投创投之都、提成科技信贷水平、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开展区域科技金

融合作、探索科技金融服务联动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发展方向。 

从全国范围来看，近年来，科学技术部与大型国有银行多次合作发文，强调要科技

金融的力量推动国家政策的落地和实施。例如科技部、中国农业银行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印发的《关于加强现代农业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意

见》的通知（国科发农技〔2021〕95 号），提出各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中国农业

银行分支机构要充分发挥科技系统和农行系统优势，打通“科技—产业—金融”的

合作通道，发挥“科技+金融”双轮驱动效能，实现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

和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三链”协同发展，为高效有序推动基层科技创新工作和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又如科技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金融

合作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科发资〔2020〕9 号），要求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部署，完善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金融政策，进一步推动科技和金融深度结合。 

[7]参见 21 世纪经济报道/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金融丨科技界、金融界、企

业界加速融合，广深港携手共建大湾区科技金融中心》载“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

院”微信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dxBIWFsBkfqC-_2Tsb_Tzg，最后

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6. 2021 年广东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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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0 日，广东省营商环境评价情况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日前发布

的《2021 年广东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结果显示，广州、深圳为广东省营商环境

建设标杆，两市也已被纳入首批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今

年首次组织对 21 个地市正式开展营商环境评价，涵盖了企业全生命周期、投资吸

引力、监管服务等领域，并总结出 5G 智慧导办、建设“湾区组合港”等 40 条营商

环境建设典型经验和创新举措，在开办企业、获得电力等方面提出了 76 条有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 

【短评】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

2018 年以来，我国越来越强调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改善。2018 年 11 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我国要“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2019 年 9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

电话会议上指出：“营商环境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有些指标排名还

比较靠后。在当前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经贸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提

高国际竞争力，要保持和增强引资吸引力，就必须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上有更大突

破，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有更大进展。”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持续优

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从 2018 年开始，我国针对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诸多领域，制定、修订、实施了大

量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其中 2019 年 10 月 8 日，国

务院第 66 次常务会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旨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0 年 7 月，世界银行根据历年的《营商环境报告》，发布了《中国优化营商环

境的成功经验——改革驱动力与未来改革机遇》的专题报告。上述报告针对我国和

其他经济体有关营商环境的法治状况进行了分项评估，由报告可见，我国法治营商

环境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由 2013 年的第 96 位大幅提高到 2019 年的第 31 位，

多个指标分数上升明显，取得较高排名，表明我国的营商环境改善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8] 

[8]参见袁达松：《我国法治营商环境的包容性治理》，载人民论坛，网址：

https://www.gmw.cn/xueshu/2021-06/03/content_34897756.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7. 港版 SPAC 上市规则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强调投资者保护 

2021 年 12 月 17 日，港交所公布了一项上市新规，令香港成为继美国、新加坡市

场之后，又一允许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AC）上市的市场。SPAC 公司并不具有

实际经营事务，按照传统上市规则是无法上市的。SPAC 上市规则令这种公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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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上市，然后在规定时间内收购资产充实业务。SPAC 上市机制将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短评】 

SPAC 公司是由发起人设立的壳股公司，通过首次公开发售筹集资金，最终实现与

一家运营公司的业务合并（“SPAC 并购交易”）。港交所的 SPAC 规则整理如下： 

针对 SPAC 的上市条件，具体规定包括： 

1. 分配对象：仅限专业投资者才可认购和买卖 SPAC 证券； 

2. 分配规则：至少有 75 名专业投资者，当中至少 20 名须为机构专业投资者，而

此等机构专业投资者必须持有至少 75%的待上市证券； 

3. 发行价：至少为 10 亿港元； 

4. 首发募集资金总额：至少为 10 亿港元； 

5. 存续期限：SPAC 须在 24 个月内刊发 SPAC 并购公告并在 36 个月内完成 

SPAC 并购交易(可申请延期)。 

针对 SPAC 发起人及 SPAC 董事，具体规定包括： 

SPAC 在上市时及其后均须有至少一名 SPAC 发起人是持有证监会所发出的第 6 

类(就机构融资提供意见)及/或第 9 类(提供资产管理)牌照的公司。且至少有 1 名

发起人实益持有 SPAC 发行股份达到 10%。 

SPAC 董事会须至少有两人为第 6 类或第 9 类证监会持牌人(包括一名代表持牌

SPAC 发起人的董事)，但不要求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均为发起人代表。 

针对 SPAC 并购交易规定，具体规定包括： 

港交所将 SPAC 并购交易完成而产生的上市发行人称为“继承公司”，并要求继承

公司须符合《上市规则》的所有新上市规定。 

针对继承公司的上市规则，不同于《上市规则》中关于上市时须至少有 300 名股

东的规定，港交所要求继承公司上市时须至少有 100 名专业投资者。 

在市值方面，港交所规定，在签订具有约束力的 SPAC 并购交易协议时，SPAC 并

购目标的公平市值须达 SPAC 首次发售所筹得资金的至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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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售期，港交所要求发起人在 SPAC 并购交易完成日期起计 12 个月内不得出

售上市文件所示中其实益拥有的任何继承公司证券。 

针对独立 PIPE 投资者，具体规定包括： 

港交所要求 SPAC 必须向独立 PIPE 投资者（PIPE 全称为 Private Investment in 

Public Equity，直译即私募股权投资已上市公司股份，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即私募

股权融资）取得资金，以完成 SPAC 并购交易。[9] 

[9]参见《港版 SPAC“造壳上市”新规来了！堪称史上最严，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

效 》 ， 来 源 “ 水 母 研 究 ” 微 信 公 众 号 ， 网 址 ：

https://mp.weixin.qq.com/s/CYxV8IPo0peLMo9-i0d2Hw，最后访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8.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 

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新加坡、泰国、越南

等 6 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正式生效。这也标志着世界上

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建设扬帆启航，将有助于

减少区域经济复苏面临的不确定性，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重要作用。 

当日，海口海关所属海口港海关顺利签发海南扬航实业有限公司首份 RCEP 原产

地证书，这也是海南省企业在 RCEP 协定项下享惠出口的“首单”货物。凭借该份

RCEP 原产地证书，上述公司一批价值 46301 元的硫酸铝将在日本享受零关税待

遇，税款减免约 2315 元。 

【短评】 

RCEP 有很多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尝试，这些政策的逐步探索和实践会让整个区域发

展更适应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变化，也会为企业带来更多机遇。比如，在投资领域，

首次在自由贸易协定下以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方式作出开放承诺；在电商

领域，首次就数据流动、信息存储等内容作出规定；在知识产权领域，首次将数字

环境下的侵权行为纳入民事救济和刑事救济的实施程序范围。 

RCEP 拓展了原有多个“10+1”自贸协定的规则领域，对标国际高水平自贸规则

纳入知识产权、电子商务、贸易救济、竞争、政府采购等议题，作出符合区域特点

和需要的规定。 

关于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 RCEP 协定内容最多、篇幅最长的章节，也是我国自贸

协定中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最全面的章节。涵盖了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专利、

外观设计、遗传资源、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合作、透明度、技术援助等广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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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商务，RCEP 纳入了电子认证和签名、在线消费者保护、在线个人信息保

护、网络安全等条款，还纳入了数据流动、信息存储等规定，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例如，协定规定 RCEP 成员方应承认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认可电子认证技术，这

使得在线合同的签署、电子支付的授权、网络交易的达成得到协定的全面保护和认

可，为在本地区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的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保证。 

此外，RCEP 纳入贸易救济、竞争、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具体规定，确保成员国之间

开展公平贸易，反对市场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并开展政府采购领域的合作。 

协定还设置了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两章，推动区域内各国实现包容和可持续

发展。这两章也为成员国未来将 RCEP 打造成为东亚合作的主平台预留了广阔空

间。 

9. 国务院批准：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经济开发区开展高水平开放试点 

2022 年 1 月 4 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新区片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经济开发区、浙江

省宁波市北仑区等区域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试点政策涵盖 9 项资

本项目改革措施、4 项经常项目便利化措施，以及 2 项加强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建

设的相关要求。 

【短评】 

资本项目改革方面， 

➢ 拓宽企业跨境投融资渠道，支持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

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稳

慎开放跨境资产转让业务，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 

➢ 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免于登记，符合条件的

非金融企业资本项目外汇登记直接由银行办理，扩大资本项目收入资金使用范

围，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选择跨境投融资币种，适度提高非金融企业境外放款

规模上限。 

经常项目便利化方面， 

➢ 便利优质企业经常项目资金收付，支持银行优化新型国际贸易结算，有序扩大

贸易收支轧差净额结算企业范围，货物贸易特殊退汇免于登记。 

加强风险防控和监管能力建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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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加强跨境资金流动风

险监测预警和逆周期调节，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外汇市场稳

定和健康秩序。建立试点纠错机制和风险应对预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升

非现场监管能力，关注大额异常跨境交易，确保试点平稳有序推进。[10] 

[10]参见《国务院批准：在海南这个地方开展高水平开放试点》，载“自贸港金融”

微信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BEToyaA1kkXDfz_lfPDR2w，最后访

问日期：2022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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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融司法案例评析 

1. 港汇聪公司诉江门汇聪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适用内地法律保障香港股东知情权 

案件详情点击：http://www.gdcourts.gov.cn/index.php?v=show&cid=170&id=55981  

2019 年 7 月 30 日，江门市汇聪电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汇聪公司）的股东

香港企业汇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汇聪公司）向江门汇聪公司邮寄《关于

查询公司会计账簿等材料的函》，要求查阅、复制江门汇聪公司自成立以来的会计

账簿、会计凭证等材料，江门汇聪公司签收函件后未作出书面答复。香港汇聪公司

以其股东知情权未得到保障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江门汇聪公司置备会计账簿、会计

凭证等相关资料供其查阅、复制。 

【评析】 

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应适用我国内地的法律作为准据法。香港汇

聪公司提供了江门汇聪公司拒绝其行使知情权的证据，根据所查明法律及解释，法

院确定江门汇聪公司损害了香港汇聪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法院向江门汇聪公司

释明了法律及事实查明情况，提供结果预判。随后，江门汇聪公司向香港汇聪公司

出具了《关于查阅会计账簿等材料的复函》。香港汇聪公司申请撤诉，法院审查后

裁定予以准许。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主动释法说理，引导当事人对案件裁判结果进行预

判，促使当事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及时保障香港股东知情权。 

2. 大江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民事判决案 

——香港民事判决中未被撤销的部分判项的认可和执行 

案件详情点击：http://www.gdcourts.gov.cn/index.php?v=show&cid=170&id=55981 

2018 年 8 月 24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就大江食品（香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江公司）诉香港企业信昌（中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昌公司）、

香港居民杨某姬及杨某诉讼案作出《终局判决书》，判令信昌公司、杨某姬、杨某

向大江公司支付 105.8 万美元及利息。2019 年 4 月 4 日，香港特区行政区高等法

院作出命令，撤销上述《终局判决书》中关于杨某的判项内容。大江公司向法院申

请认可和执行《终局判决书》中关于信昌公司和杨某姬的判项内容。 

【评析】 

http://www.gdcourts.gov.cn/index.php?v=show&cid=170&id=55981
http://www.gdcourts.gov.cn/index.php?v=show&cid=170&id=55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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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大江公司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的规定

提交了相关材料。信昌公司、杨某主张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作出的命令效力同

时及于信昌公司、杨某姬，《终局判决书》中关于信昌公司、杨某姬的判项内容应

不予认可和执行，但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该项主张。本案不存在上述《安排》

第九条规定的应当裁定不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故裁定认可和执行《终局判决书》

中关于信昌公司、杨某姬的判项内容。该裁定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确认香港终审民事判决中未被撤销的判项内容，保

证香港法院判决在内地的顺利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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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港澳金融热点 

1. 香港：上市公司须作出之环境、社会及企业管治相关的披露：香港及英国的

比较 

随着 COP26 气候变化高峰会成为头条新闻，人们对环境、社会和企业管治

（"ESG"）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不断上升。金融业在迈向更加可

持续的未来过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披露是追求更可持续的经济的基石。

因此，对上市公司提供有用的气候相关之财务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将在本

文讨论香港及英国在 ESG 报告方面的最新发展。  

【香港律师 | 评析】 

金融稳定委员会及其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小组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是一个负责监测全球金融体系并提出建议的国际机

构。FSB 成立了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小组(“TCFD”)，以提出更有效的财务

披露建议，以助人们就投资、信贷及保险承保作出“知情”决策。 

TCFD 于 2017 年的建议 

2017 年，TCFD 发布其就公司营运的四个核心元素之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建

议（“TCFD 建议”):  

1. 管治－公司对气候相关风险及机遇的管治情况  

2. 策略－气候相关风险及机遇对公司业务、策略及财务规划的实际及潜在影响

（若属重要资料） 

3. 风险管理－公司如何识别、评估及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4. 指标及目标－用于评估及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及机遇的指标与目标（若属重要

资料）。 

香港《上市规则》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ESG 报告指引”) 

在香港，适用于上市公司的 ESG 报告义务已经更新，以纳入 TCFD 建议的内

容，而最新的要求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生效。上市公司须

在 ESG 年度报告中披露 ESG 方面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与气候有关的范畴。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在《上市规则》中提供了 ESG 报告指南

（注 1），以协助企业规划其披露内容。  

企业必须披露（i）董事会对 ESG 事宜的监管、（ii）管理方针及策略，包括评

估、优次排列及管理重要的 ESG 相关事宜（包括对公司业务的风险）的过程，及

（iii）董事会如何按 ESG 相关目标检讨进度，并解释与公司业务的关连。  

其他于 ESG 报告指引中涵盖的范畴为“不遵守就解释”条文。每家上市公司须披

露或解释不披露的原因。此方法允许灵活地报告与企业业务相关的范畴，亦有助

于确保企业于编写 ESG 报告时正视每一个范畴。报告范畴包括排放物、资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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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环境及天然资源、雇佣及劳动实践常规， 例如健康与安全、营运惯例，例

如供应链管理及反贪污及社区参与。值得注意的是指引包括专门与气候变化相关

的范畴，并要求披露关键绩效指标以说明与气候有关的重大问题如何影响或可能

影响公司，及为管理该等问题所采取的行动。  

不遵守 ESG 报告指引构成对《上市规则》的违反，可能会导致调查或监管有所反

应，例如纪律处分或由联交所发出警告或告诫信（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发布的《气候信息披露指引》 

2021 年 11 月 5 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发布了一项《气候信息披露指

引》（注 2），以促进上市公司遵守 TCFD 的建议提供实用指引及履行 ESG 报告

指引内的强制披露规定。该指引针对尚未就气候相关议题建立实质内部专门知识

的公司，并旨在减轻大多数企业在 ESG 课题上所面临的挑战。 

英国的 The Companies（(Strategic Report)(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Regulations 2021（《公司（策略报告）（气候相关披露）条例 2021》*）（“条

例”） 

在英国，现今只有上市公司须就气候相关资料于其年度报告做出披露，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规定英国的上市公司（具有

优质上市资格的公司、及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具有标准上

市资格的公司）必须在“不遵守就解释”的基础上按照 TCFD 建议作出披露。  

2021 年 10 月 29 日，英国宣布该条例已经提交国会上下议院。所载的建议将修订

Companies Act 2006（《2006 年公司法》*），并要求许多英国最大的公司（包括

上市公司及拥有多于 500 名员工的大型私人公司）在其公开并供投资者和公众查

阅的战略报告的非财务信息声明部分披露与气候有关的财务信息。如果通过成为

法律，该条例将于 2022 年 4 月 6 日生效，而受该条例约束的公司将需要在该日

期或之后开始的会计年度遵守新的报告要求。 

虽然所需的确切内容还不清晰，但英国的 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已表示，其打算发布更全面的指

引，以协助企业准备实施该条例。此外，一些关于根据 TCFD 建议进行披露的有

用文件已经出版，而企业在为该制度做准备时可以参考，包括伦敦证券交易所为

在伦敦上市的公司提供关于气候报告最佳做法及实施 TCFD 建议的指引（注

3）。 

新规定将确保大型企业必须考虑其因气候变化而面临的风险，并鼓励其制定关于

可持续性及减排的计划或目标。这有助于投资者及企业更好地了解其面临的气候

变化的财务影响，并支持英国经济的绿色化。通过该条例，英国致力于成为世界

上第一个于 2025 年前将与 TCFD 一致的披露完全强制化的国家，大部分要求于

2023 年前到位，超越了 "不遵守就解释 "的方法。 

香港及英国的 ESG 披露方针的比较 

英国有数项涵盖 ESG 范畴而企业须遵守的现行法规，包括 UK Corporate 

Governance Code（《英国企业管治守则》*）、Climate Change Act（《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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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Modern Slavery Act（《现代奴役法》*）、Companies (Directors’ 

Report) and 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ships (Energy and Carbon Report) Regulations 

2018（《公司（董事报告）及有限责任合伙企业（能源及碳报告）条例 2018》

*）等。此外，FCA 在 2021 年 11 月 3 日（注 4）发布了资产管理公司有关 ESG

报告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到 2022 年 1 月 7 日为止，就资产管理公司及受 FCA 监

管的资产所有者的可持续性披露要求的方法征求反馈意见。  

在 ESG 披露方面，香港现时着重于上市公司及某些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这可能

由于中小型企业的比例较高，以及企业希望保持其在财务和其他方面的隐私，例

如在香港注册的私人有限公司一般不需要向公众提供其审计的财务报表。然而，

越来越多人士要求大型私营公司向公众更全面地介绍其 ESG 战略和努力，尤其是

能源生产或高耗能行业的公司。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证监会共同领导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于

2020 年 12 月宣布采取措施要求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

及退休金受托人）最迟于 2025 年按照 TCFD 建议加强气候相关资料的披露。 

要点 

随着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及国际组织开始对企业及金融机构推出新的 ESG

披露要求，ESG 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我们预计 ESG 法规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扩大

范围。另一方面，更多的指引甚至标准亦出台，以帮助解决披露的一致性、数据

的相关性及质量，以及“洗绿”企图等问题。 

ESG 应该是董事会议程上一个明确的常设项目，企业应意识到需不断提高披露标

准、加强监管审查，及更重要的是意识到绿色项目及减排倡议投资的吸引力。  

（注有“*”的中文名称只是作者为方便读者阅读的翻译，正确名称以相关英文

正名为准。） 

 

注﹕ 

1. 有关《上市规则》中 ESG 的详情，请参阅主板上市规则附录二十七及 GEM

上市规则附录二十。 

2. 有关该指引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

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

on-ESG/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la=zh-HK 

3. 有关该指引的详情，请参阅： 

https://docs.londonstockexchang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SE_guide_to

_climate_reporting_final_0.pdf 

4. 有关该咨询报告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s/discussion-papers/dp21-4-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requirements-investment-labels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la=zh-HK
https://docs.londonstockexchang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SE_guide_to_climate_reporting_final_0.pdf
https://docs.londonstockexchang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SE_guide_to_climate_reporting_final_0.pdf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s/discussion-papers/dp21-4-sustainability-disclosure-requirements-investment-labels
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s/discussion-papers/dp21-4-sustainability-disclosure-requirements-investment-la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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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该新闻稿的详情，请参阅：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0/12/20201217-4/ 

 

注：本材料是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编制，并非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会计、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意

见。请向您的顾问获取具体意见。 

 

香港律师简介 
 

朱静文 管理合伙人 （林朱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 

业务领域：投融资并购，上市，基金设立，合规 

电话：(852)2629 1768 

邮箱：rossana.chu@eylaw.com.hk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0/12/20201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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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门：澳门中央证券托管系统启用与《债券登记结算管理指引》之生效 

于 2021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中债登）的大力支持下，

为债券市场提供债券登记、托管及结算等服务的澳门中央证券托管系统（CSD）正

式在澳门启用，而于同日，澳门金融管理局发布的传阅文件第  021/B/2021-

DSB/AMCM 号《债券登记结算管理指引》亦正式生效。 

CSD 系统由澳门中央证券托管结算一人有限公司（MCSD）负责营运，而 MCSD

直接由澳门金融管理局所拥有及管理。根据第 021/B/2021-DSB/AMCM 号《债券

登记结算管理指引》[1]第 1 条规定，自始以后，所有在澳门发行的债券，必须集

中于 CSD 登记、托管与结算。CSD 是澳门目前唯一的债券中央结算系统，类似于

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营运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又或是 Euroclear 或 Cedel 等。 

按照上述指引，CSD 的职能分为三大部分：债券的登记、托管与结算，并具体提

供下列服务： 

(1) 债券账户及参与人账户的设立和管理； 

(2) 债券的托管和过户； 

(3) 债券持有人名册登记及权益登记； 

(4) 债券和资金的清算交收及相关管理； 

(5) 受发行人的委托派发债券权益； 

(6) 提供与债券登记结算业务有关的查询、信息、咨询服务。  

在债券的登记中，债券发行人应在 MCSD 开立债券发行账户以办理其所发行债券

的登记，MCSD 将根据债券发行人或交易或承销机构提供的资料办理债券持有人

名册的初始登记。债券发行人或交易或承销机构负有义务保证其所提交数据的合

法、真实、准确、完整。如在初始登记后有任何变动，包括以协议转让、继承、捐

赠、强制执行、行政划拨等方式转让的，则 MCSD 根据业务规则变更相关债券账

户的余额，并相应办理债券持有人名册的变更登记。如债券因质押、锁定、冻结等

原因导致其持有人权利受到限制的，MCSD 亦将在债券持有人名册上加以标记。 

在债券的托管中，MCSD 为所登记的债券进行一级托管。承销或托管机构应客户

债券账户和自有债券账户，并透过与客户签订适当的债券交易、托管与结算协议，

以其名义为客户在 MCSD 托管债券。 

在债券的清结算中，参与人应按规定的交收时点及规则向 MCSD 交付应付的资金

和债券；MCSD 按规定向参与人收取其应付的资金和债券，并交付其应收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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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金。交收完成后不可撤销。债券发行人或其支付代理应当及时、足额向 MCSD

支付相关款项，MCSD 在确认收到相关款项后将及时办理；债券发行人未履行上

述支付义务而导致有关兑付未能实现时，债券发行人必须及时向市场说明有关情

况。 

[1] 参见网址：https://www.amcm.gov.mo/files/021_b_2021_dsb_amcm_chn.pdf 

【澳门律师 ｜ 评析】 

MCSD 及 CSD 的建设为澳门债券市场创下了新的金融软基建，此举措同时突显澳

门为债券市场催向健康、成熟及平稳发展的决心。透过由澳门金融管理局辖下的

MCSD 所营运的 CSD 系统，自始以后，所有在澳门发行的债券的登记、托管与结

算由 MCSD 所负责。就债券发行相关的文件，包括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交易文件、

发行总额证书（global certificate）等，将会体现 MCSD 的作为重要的一环，除可降

低金融风险外，亦可进一步增大市场的信心。 

注：本材料是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编制，并非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会计、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意

见。请向您的顾问获取具体意见。 

 

 
澳门律师简介 

 

林海彤 高级合伙人（澳门 STA-Lawyers 律师事务所） 

业务领域：融资、债券、银行、保险、合规 

电话：(853)2878 6298 邮箱：FatimaL@sta-lawyers.com  

 

 

  

mailto:FatimaL@sta-lawy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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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植德金融法律实务与研究 

1. 植德研究｜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2021 年度评述 

https://mp.weixin.qq.com/s/yGMdAzYiV3boJbTaGGTWUA 

2021 年全年，共有 119 家上市公司完成实际控制人变更，其中 80 家为深交所

上市公司（其中主板 42 家、创业板 38 家），39 家为上交所上市公司（其中主

板 38 家，另有 1 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系因股份继承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根据我们连续多年的统计，2019 年度有 219 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其中通过商业交易方式完成的控制权交易有 149 家；2020 年度有 181 家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其中通过商业交易方式完成的控制权交易有 134 家；

2021 年共有 118 家[1]上市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其中通过商业交易方式

完成的控制权交易有 85 家，较 2020 年减少 62 家，其中通过商业交易方式完

成的控制权交易的案例减少 49 家。 

2. 植德研究｜医疗器械经营合规现状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LK1fQQKNCSFxItwLDpwzCQ 

“合规”一词，近年来越发成为一个“时髦”的概念，尤其是在医疗、医药器

械行业，合规的重要度伴随着行业的成长而越来越加以凸显。一方面体现在监

管的严格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企业自身对合规的重视程度上。通过法律视角

的观察发现，如今各大医疗器械企业的创始人、经营管理者，对于企业合规问

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这不仅对企业自身经营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整

个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更有着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3. 植德公益｜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授予植德慈善公益基金 “2021· 砥砺深耕

者” 称号 

https://mp.weixin.qq.com/s/vlgaEphd_NkHcMwLFUCJ7w 

2021 年 12 月 3 日，鉴于 2021 年植德慈善公益基金在公益资助、创新研学等

方面的亮眼表现，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授予植德慈善公益基金“2021· 砥砺

深耕者”荣誉称号。 

该荣誉的颁发代表了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对植德慈善公益基金持续开展公

益捐助、公益研究、公益创新的认可和鼓励；同时也激励植德慈善公益基金

在即将到来的 2022 年继续关注社会公益，探索更多优质的公益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yGMdAzYiV3boJbTaGGTWUA
https://mp.weixin.qq.com/s/LK1fQQKNCSFxItwLDpwzCQ
https://mp.weixin.qq.com/s/vlgaEphd_NkHcMwLFUCJ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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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植德的公益之路还很漫长，但我们一直在路上。植德将继续汇聚全所的

力量、携手所有志同道合的同行者，通过搭建植德公益体系、共建植德公益

生态、拓展植德公益项目、设计植德公益法律服务产品等方式，积极响应时

代号召、承担社会责任，汇聚八方涓流、凝聚法律力量、共同致力公益慈善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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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声明 

本月报及相关刊物内容不代表本所正式法律意见，仅为研究、交流之用，并非

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会计、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非经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同

意，相关内容不应被用于研究、交流之外的其他目的。 

如有任何建议、意见或具体问题，欢迎垂询。 

 
植德粤港澳大湾区法律研究院 

 

“植德粤港澳大湾区法律研究院”（以下简称“植德大湾区研究院”）是植德研究

院下属，依托植德律所深圳、珠海等办公室，聚焦于“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

贸易港”政策制定、行业发展、法律实务的跨学科法律研究机构，是植德大研究体

系中的桥头堡。法律研究院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辐射海南、北部湾，放眼全国、拥

抱世界，为社会各界提供高价值的智慧与法律咨询产品与服务。 

植德大湾区研究院特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金融法律观察与实

务》系列刊物，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南自贸港的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不动产及

基建、新兴产业等各大领域的实践情况，同时关注政策体制创新与改革情况，乃至

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为行政主管部门、金融机构、同行等广大读者提供全面、及时

的金融法律信息。 

本系列将刊发月报，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南自贸港提供专业化法律服

务，深入贯彻、落实及细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海南自贸港建设

总体方案》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精神；通过大湾区及自贸港相关商业，行政政策的研

究与观察，全方面汇集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南自贸港最新的政策，为客户及时传达金

融法律实时资讯及深度解读系列内容。 

如您有意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咨询，或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探讨或稿件投

递，欢迎与植德粤港澳大湾区法律研究院联系。本系列刊物将根据各界人士的建议

不断修改完善，也欢迎您提出宝贵的指导建议。 

我们的邮箱是：legalfinanceinGBA@meritsandtree.com，电话：0755-33250000，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2666 号中国华润大厦 9 层，敬请垂询。 

  

mailto:legalfinanceinGBA@meritsandt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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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凯文 合伙人 

业务领域：银行与金融、投资基金、投融资并购及上述相

关领域衍生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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