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rltons
易周律师行

法讯 - 中国 2019年11月

CHARLTONS
易周律师行

法讯 - 中国 - 第625期 - 2019年11月8日

简介

沪深交易所发布资产支持证券信披指引；中央结
算与各期交所签署合作备忘录；深交所发布员工
持股计划信披指引；上证G60创新综合指数和上
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将发布；进博会6日
迎集中签约，央企采购签约涉87个国家和地区

资本市场

沪深交易所发布资产支持证券信披指引

2019年11月1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发布《上海
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指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临时报告信息披
露指引》。

上交所发布的指引在内容和要求上具有四大特点。
一是明确信息披露主体责任和时限要求；二是细化
和丰富重大事件信息披露；三是健全临时信息披露
安排；四是借鉴信用债监管经验，编制临时报告格
式范本，共制定25份报告模板方便参与机构使用，
提升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标准性。

深交所出台的指引共7章32条，主要内容包括以下
三点。一是压实信息披露主体责任；二是细化完善
重大事件信息披露要求；三是明确重要事项的程序

性要求。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47
498.htm

中央结算与各期交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近日与上海期货交
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备忘录集中签约仪式在西安成功举行。

根据备忘录，中央结算公司与各家交易所将在债券
作为期货保证金制度应用于期货市场等方面展开全
面深入的合作。

通过此次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债券作为保证金业务
将从金融期货市场拓展至境内全部期货市场，标志
着该业务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下一步，各期货交
易所将与中央结算公司积极合作，从扩展担保品范
围，实现系统互联互通，建立期货市场债券担保品
快速处置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该项业务。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72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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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发布员工持股计划信披指引

日前，深交所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
——员工持股计划》（下称指引）。指引围绕信息披
露规范，在吸收原有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中有效条款的基础上，优化规则体系，提升效
力层级。

本次发布的指引强化了资金来源、股份来源、相关
方涉入员工持股情况、持股平台内管理机制等信息
披露，旨在充分揭示风险，防范违规操作。另一方
面，为平衡信息披露效果与成本，指引以投资者需
求为导向，致力于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切实为上市公司减负。此外，为统一实践中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的执行标准，指引完善了各环节披
露要求。

http://company.cnstock.com/company/scp_gsxw/
201911/4447735.htm

上证G60创新综合指数和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
份指数将发布

为进一步丰富指数体系，为投资者提供新的分析工
具和投资标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将于2019年11月29日正式发布上证G60创新综
合指数和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9496.htm

中银协首次吸纳证券业金融机构，四家头部券商成
为正式会员

中国银行业协会近日发布《关于印发中国银行业
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通知》（银协
发〔2019〕187号），同意包括1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和6家证券业金融机构加入中国银行业协会，成为
协会正式会员。

这是中国银行业协会首次吸纳证券业金融机构机构
会员，首批加入的有四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金公

司、华泰联合证券、中信证券、广发证券。其余两
家金融机构分别是歌斐资产和德邦基金。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7264.htm

消保将纳入银保机构公司治理

在2019年1月初征求意见之后，被业内视为银行保
险业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顶层文件——《关于银
行保险机构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建设
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终于出炉。

根据《指导意见》要求，银行及保险机构应将消费
者权益保护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其次，银行及保
险机构应明确部门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再次，
银行及保险机构应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决策执行和
监督机制；此外，银行及保险机构应建立消费者权
益保护审查机制、加强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
披露机制。

与此同时，银行及保险行业的协会也将成立消费者
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上述委员会将组织制定并实
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行规行约，对行业内侵害
消费者合法利益行为进行自律惩戒。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49
368.htm

沪深交易所修订会员管理规则

日前，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分别修订会员管理规则。会员管理规则
是沪深交易所对会员进行管理的基础性规则，是会
员自律管理规则体系的统领和核心。本次修订，以
完善基础制度、防范金融风险、压实会员中介责任
为重点，着力把好市场入口关，加强交易全过程监
管，深入贯彻落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相关要求。

上交所本次修订会员管理规则重点围绕以下四方
面：一是完善会员客户管理制度，强化投资者保护；
二是加强会员合规管理与风险控制，规范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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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三是强化会员技术系统管理，确保交易运行
安全；四是充实自律监管内容，提升自律管理效能。

深交所此次修订会员管理规则重点围绕以下几方
面：一是坚持金融风险防控的底线思维；二是加强
交易全过程监管，进一步压实会员职责，要求会员
加强对客户交易行为的管理；三是持续加强投资者
保护，完善投资者准入条件要素。

http://company.cnstock.com/company/scp_gsxw/
201911/4447741.htm

创新大宗股票执行处置新模式，上海金融法院与上
交所签署备忘录

2019年11月1日，上海金融法院和上交所签署《关
于协助上海金融法院办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强制执
行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就上交所上市
公司大宗股票的执行司法协助达成合作意向。这是
全国首个司法机关与证券交易所就大宗股票执行达
成的司法协作机制。

依据双方签署的《备忘录》，上海金融法院在执行
案件中将拟处置的沪市上市公司大宗股票委托上交
所发布司法处置股票公告，并依托上交所的大宗股
票司法协助执行平台，完成大宗股票处置中的询价、
竞价匹配、结果公示等相关协助执行事项。《备忘
录》对信息披露、技术协助、实施流程等事项进行
了约定。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47
500.htm

财政部成功发行40亿欧元主权债券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近日在法国巴黎成功簿记发
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这是中国政府15年以来第
一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单次
发行最大规模的外币主权债券，也是第一笔在法国
定价发行并上市的中国主权债券。

其中，7年期20亿欧元，发行利率为0.197%；12年
期10亿欧元，发行利率为0.618%；20年期10亿欧

元，发行利率为1.078%。国际投资者踊跃认购，总
申购金额超过200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5倍，其
中57%的资金来自欧洲，43%的资金来自欧洲以外，
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发行结果好于预
期。这笔债券随后将在泛欧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
交易所上市。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8872.htm

保险

中国银保监会就《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为切实维护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合法权益，进一步
规范银行保险机构消费投诉处理工作，中国银保监
会起草了《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投诉办法》”），现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投诉办法》包含总则、组织管理、投诉处理、工
作制度、监督管理、附则等6大部分，共45条。《投
诉办法》明确界定消费投诉为消费者与银行保险机
构或其从业人员因购买银行、保险产品或接受银行、
保险相关服务产生纠纷，并向银行保险机构主张其
民事权益的行为；确定了银行保险机构是处理消费
投诉的责任主体，并明确了投诉处理程序。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7114.htm

税收

中国-东盟专家倡议：进一步深化财税合作，助推
“一带一路”纵深发展

以“一带一路：优化财税营商环境，共谋新发展
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东盟财税合作论
坛2019年11月1日至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郝昭成在致辞中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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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东盟各国要进一步扩大税收合作要以优化“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财税营商环境为重点，破解涉税
瓶颈问题，打通研究与合作通道，共同为中国和东
盟财税合作贡献力量。

来自中国-东盟国家的财税部门领导、财税领域专家
学者及企业代表等共180多名嘉宾参加论坛，与会
人员集中研讨了“一带一路”框架下减税降费、税
收征管合作机制创新等问题。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7588.htm

知产

我国6G研发正式启动

2019年11月3日，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北京
组织召开6G技术研发工作启动会。会议宣布成立国
家6G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和总体专家组，其中，推
进工作组由相关政府部门组成，职责是推动6G技术
研发工作实施；总体专家组由来自高校、科研院所
和企业共37位专家组成，主要负责提出6G技术研究
布局建议与技术论证，为重大决策提供咨询与建议。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9294.htm

行业

进博会6日迎集中签约，央企采购签约涉87个国家
和地区

2019年11月5日至10日，第二届进博会在上海国家
会展中心举行。6日，中央企业、各省市交易团陆
续迎来在进博会上的集中签约，国资委组织东航、
一汽、兵器装备、通用技术集团等15组中外企业签
署合同或协议。央企共派出2.1万名专业采购人员，
采购签约涉及到87个国家和地区，比去年增加了
近20个，供应商达到730多家，比上年增加5%，拟

签约的采购合同协议金额将比去年有较大幅度增
长。

此外，各省市交易团也加大了采购力度，39个交易
团、近600个交易分团已经开始全方位与国外展客
商开展采购和合作意向签约，仅深圳市交易团5日
意向协议总额就超过了100亿美元。

http://sh.sina.com.cn/news/economy/2019-11-07
/detail-iicezzrr7756086.shtml

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征求意
见稿）》（简称《实施条例》）从2019年11月1日
到12月1日公开征求意见。作为明年实施的《外商投
资法》的配套行政法规，《实施条例》共5章、45条，
突出平等、透明等原则，明确保护外商参与标准制
定工作、平等适用强制性标准、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活动，并从知识产权惩罚性制度方面回应了外商关
注的技术转让等方面内容，而且允许外商投资企业
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等。

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47
497.htm

中央定价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9年11月4日公布《中央定价目
录》（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具体定价项目减少
到16项，缩减近30%。

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删除近年来已经明确放
开价格或取消收费的定价项目，巩固价格改革成果；
规范项目表述，推进定价项目清单化、规范化等。

修订后的《中央定价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保留
了输配电、油气管道运输、基础交通运输、重大水
利工程供水、重要邮政服务、重要专业服务、特殊
药品及血液等7种（类），具体定价项目减少到16项，
缩减近30%。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电价、天然气、成
品油价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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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nstock.com/news,yw-201911-4448
225.htm

中国与新西兰宣布结束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2019年11月4日，中国和新西兰宣布正式结束两国
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中国和新西兰的出口商都将从升级后更加便利的贸
易规则中获益。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对原有的海
关程序与合作、原产地规则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等章
节进行了进一步升级，新增了电子商务、环境与贸
易、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章节。双方还在服务贸
易和货物贸易市场准入、自然人移动和投资等方面
做出新的承诺。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7939.htm

上海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正式成立

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区块链+”新闻发布会
于2019年11月7日上午的进博会上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行。会上，政企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上海
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倡议书》，标志着上海电子口
岸区块链联盟正式成立。

同时，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口岸办）会同上海海
关、上海虹桥管委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
海市药品监督局、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多家银行
的上海市分行，共同发布并推出上海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区块链+”多项应用成果。

区块链泛指通过去中心化和分布式共享账本技术，
不仅能够提升上海口岸查验部门的监管水平，更能
促进国际贸易各相关方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水平。

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积极推动和各金融机构的支持
下，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新增跨境人民币贸易融
资服务，依托单一窗口平台大数据优势，采用区块
链技术，解决贸易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这一核心
问题，降低金融机构融资风险，压缩进出口企业融
资成本。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9531.htm

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进一步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9年11月4日，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
商中央组织部等20个有关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26条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6条措施”涉及为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的措
施13条，包括台资企业同等参与重大技术装备、5G、
循环经济、民航、主题公园、新型金融组织等投资
建设，同等享受融资、贸易救济、出口信用保险、进
出口便利、标准制订等政策，支持两岸青年就业创
业基地示范点建设等；涉及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
遇的措施13条，包括为台湾同胞在领事保护、农业
合作、交通出行、通信资费、购房资格、文化体育、
职称评审、分类招考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7874.htm

国家烟草专卖局对电子烟监管进行专项部署

近日，各级烟草专卖监管部门对电子烟监管进行专
项部署，多措并举，对通过互联网推广和销售电子
烟的行为开展监管。

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
通告，要求不得通过互联网销售电子烟。据国家烟
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通告发
布后，各地烟草专卖监管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按照
通告要求督促电商平台和电子烟企业。同时，联合
相关执法部门开展对中小学周边的清理整治，严厉
查处实体店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行为。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911-44
48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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