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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监局 2022 年 10 月 11 日

【本期导读】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并召开会议分析研

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证监会召开2022年

系统年中监管工作会议暨巡视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动员部署

会议，强调要全力抓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日常监管方面，深圳证监局聚焦实体企业需求，举办期

货市场服务上市公司研讨会，召开基础设施REITS座谈会，持

续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同时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

督促做好新机构监管系统数据报送工作，指导举办期货行业

新闻宣传专题培训会。此外，针对部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

行业务未勤勉尽责、内控不完善、疏于管理客户证券账户等

问题，以及网络安全、从业人员管理和自有资金投资等风险，

本期予以通报提示。经验交流方面，本期选编博时基金助力

基础设施公募REITs有关案例供参考学习。投稿邮箱：

szjgctx@csrc.gov.cn。

mailto:szjgctx@cs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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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

一、经济金融政策

（一）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0月9

日在北京召开，并将向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二）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

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审议《关于十九届中

央第九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

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

要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要以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增动力。

（三）8月16日，李克强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

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强调市场主体稳，经济和就业才能稳。

要结合实际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帮助他们恢复活力，在吸纳

就业上继续当好“主角”，努力稳定本地和外来务工人员就

业。要依法盘活债务限额空间，并用好已发行的地方专项债

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二、资本市场政策

（四）7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召开2022年系统年中监管工

作会议暨巡视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动员部署会议。会议强调，

要紧紧围绕迎接服务党的二十大和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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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主线，全力抓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一是

切实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对跨市场跨领域跨境

风险的联动监测监控，维护股市、债市、期市总体稳定运行。

二是扎实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做实做细全面实行股票

发行注册制的各项准备。三是坚守监管主责主业。加强资本

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进一步加大法治供给。推动行业机构和

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依法强化穿透监管。四是稳妥防范

处置重点领域风险。健全资本市场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

度体系，提高综合应对、专业应对、快速应对能力。五是稳

步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双向开放。抓好资本市场开放举措落

地，加快推进与境外市场互联互通。六是更好服务稳增长大

局。稳步扩大REITs试点范围，加快推进常态化发行。丰富期

货产品体系，强化期现联动监管，更好服务保供稳价大局。

七是大力提升资本市场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聚焦业务与

科技融合，推动监管大数据仓库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8月26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将于近

期启动相关合作。合作协议包括以下重点内容：一是确立对

等原则。中美双方均可依据法定职责，对另一方辖区内相关

事务所开展检查和调查，被请求方应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尽力

提供充分协助。二是明确合作范围。合作协议范围包括协助

对方开展对相关事务所的检查和调查。其中，中方提供协助

的范围也涉及部分为中概股提供审计服务、且审计底稿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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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的香港事务所。三是明确协作方式。双方将提前就检

查和调查活动计划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须通过中方监管部门

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

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

（六）9月2日，中国证监会公布2022年期货公司分类结

果。150家期货公司参与分类评价，18家公司获评AA级，较去

年增加1家；获评A级公司共36家，较去年增加14家。深圳辖

区期货公司2家获评AA级，4家获评A级。

（七）8月8日，黄大豆1号、黄大豆2号和豆油期权合约

正式挂牌交易。9月2日，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国际能源交

易中心、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

交易所发布公告，公布QFII、RQFII可以参与黄金、铜等42个

期货期权品种。同日，证监会启动3只ETF期权品种上市工作，

并于9月19日正式上市交易。

（八）9月2日，2022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讲话指出，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取得新成绩，在内地与香港资本

市场合作方面，证监会将会同香港一方和有关部门推出三项

新举措：一是扩大沪深港通股票标的。推动将符合条件的在

港主要上市外国公司和更多沪深上市公司股票纳入标的范

围。二是支持香港推出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研究在港股通

增加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支持香

港推出国债期货。研究支持香港推出国债期货，加快推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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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国债期货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实现两地协同发展。

（九）近日，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关于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交易登记结

算业务的规定》；联合财政部发布《关于证券违法行为人财

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关事项的规定》；联合最高

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发布打击证券犯罪典型

案例；发布《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证

监会第202号令）、《关于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范性文件的

决定》（证监会第42号公告）、《关于修改、废止部分证券

期货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证监会第43号公告），就《期货

交易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监管动态】

一、深圳举办期货市场服务上市公司研讨会

7月27日，在证监会期货部的指导支持下，深圳证监局

推动深圳市期货业协会、深圳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上海期货交

易所举办期货走进上市公司系列活动之“期货市场服务深圳

上市公司研讨会”。会上，期货部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证监会

通过增加产品供给、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扩展产业企业参与

深度等举措发挥期货市场功能，成效显著，后续将加强沟通

协调，发挥合力，全力提升产业企业参与度，更好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深圳证监局相关负责同志要求辖区期货公司苦练

内功、夯实基础，为稳住经济大盘和实体企业发展贡献更多

期货智慧。本次培训系统全面，既有宏观层面期货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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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市场展望，也有微观层面套保账务处理、信息披露

和内控设计。同时设置互动沙龙，由市金融局、深圳证监局、

深交所、上期所等单位解答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代表疑问，

取得良好效果。

二、深圳证监局指导召开基础设施REITs座谈会

近期，深圳证监局指导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召开深

圳辖区基础设施REITs座谈会，就REITs扩募、项目运营管理、

民营企业发行REITs、筹备REITs专业委员会等主题开展深入

交流。深圳证监局在座谈会上提出，一是将认真研究行业机

构反映的问题困难及意见建议，推动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普

遍性问题；二是要求辖区基金公司勤勉履职，确保执业质量；

三是将进一步探讨REITs专业委员会的定位和后续工作方向，

力求打造一个交流业务经验、代表行业发声、促进行业发展

的平台。

三、深圳证监局督促做好新机构监管系统数据报送

日前，证监会部署做好新机构监管系统数据报送工作，

深圳证监局高度重视，周密安排，不断提升监管数据质量。

一是明确常态化报送要求。明确各证券经营机构自2022年9

月起需严格按照接口规范要求时间报送2022年8月及以后的

各项月报、季报、年报，要求具有公募基金业务资格的证券

公司、参照公募基金规范的证券公司大集合管理人按照接口

规范启动相关数据报送。二是停止报送部分报表。自2022年

9月起，原机构综合监管信息系统（CISP系统）中的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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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管报表（含证券公司子公司、香港子公司、风险报表）、

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报表、投资咨询机构监管报表停止报

送，资管月报、资管周报仍按要求报送。三是加强数据质量

管理。各证券经营机构应当高度重视数据质量，对上报的文

件做好校验，严防技术问题导致的数据错报，新机构监管系

统数据报送质量将与分类监管挂钩。

四、深圳举办辖区期货行业新闻宣传专题培训会

8月22日，深圳证监局指导深圳市期货业协会面向辖区

期货经营机构举办新闻宣传专题培训。本次培训会介绍了新

闻通稿写作技巧、人物写作逻辑、将宣传变为新闻的技巧、

期货行业舆情及声誉风险管理要求、期货公司新闻宣传工作

经验等，培训内容全面充实，讲解方式生动活泼，引导市场

各方多渠道正面发声，努力凝聚期货共识，共同讲好期货故

事。会上，深圳证监局相关负责同志表示辖区期货经营机构

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找准工作定位;二是

要加强组织保障，培养专业人才；三是要创新方式方法，充

分利用媒体资源；四是要牢守合规底线，建立健全新闻宣传

发布机制，加强从业人员行为管理。

五、深圳证监局更新发布证券分支机构常见咨询事项

问答

为督促辖区证券分支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圳证监局寓

监管于服务，不断提升服务广度与深度，结合新规出台、备

案管理服务指南发布、机构监管系统更新等情况，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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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证券分支机构常见咨询事项问答》（以下简称问答》）。

《问答》内容丰富，涵盖机构设立与撤销、人员管理、许可

证申领、文件报送等27个常见问题，为证券分支机构“全方

位”解疑释惑。同时兼顾实践性，明确告知如何开立账户、

报送资料清单目录、报送时限等，指导证券分支机构“一站

式”办理业务，让机构少跑路多便利。

【经验交流】

博时基金助力基础设施公募REITs行稳致远

基础设施公募REITs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改革举措，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创新基础设施领域投融

资机制、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博时基金聚焦实体经济需求，

勇于开拓创新，于2021年6月21日成功发行上市了首批公募

REITs项目“博时招蛇产园REIT”（180101.SZ），积极助力

基础设施公募REITs行稳致远。一是构建完善工作体系。制定

覆盖重点环节和专项工作双维度、投前投中投后全流程管控

的制度体系，搭建母子公司风控合规及运营管理一体化决策

机制，持续做好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加深基础设施领

域政策及产业研究，不断提升资产定价能力和资产运管能

力。二是持续加强沟通协作。深化与基础设施运营管理机构

合作，制定平稳有序的权责过渡机制，搭建协同专业的共管

共营架构，设定合理有效的激励考核方案。同时，强化与原

始权益人的产融协同，在重大事项协同处理、内外部资产储

备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三是多措并举开展投教工作。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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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布上市基金的业绩情况，开通专门的微信公众号传播投

教知识，与原始权益人建立保护投资者的协同机制，积极开

展REITs知识线上讲堂、投放投教视频等工作。

【案例通报】

一、某证券公司投行业务未勤勉尽责被出具警示函

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发现，某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存在以

下问题：一是部分项目对发行人的收入确认、核心技术、债

务情况、对外担保，对原始权益人、托管人的资信水平等情

况尽职调查不充分。二是资产证券化业务存续期管理中对基

础资产现金流监督检查不到位，未发现涉及基础资产现金流

的重大事项并发布临时公告。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深圳证

监局对该证券公司出具警示函。辖区各证券公司要建立健全

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严格按规定开展执业活动，勤勉

尽责，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二、某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内控管理不到位被出具

警示函

近期，某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由于内控管理不到位

被出具警示函，涉及的主要违规行为包括：一是公司层面整

体风险管控不足。该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涉房项目占比较

高，风险相对集中，公司层面未实施有效管控及时压降风险。

二是质量控制机制不够完善。部分项目质量控制报告内容不

完善，未明确需要提请内核会议讨论关注的问题。三是内核

机制执行不到位。个别项目对内核意见的答复、跟踪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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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尽职调查不完备。个别项目对原始权益人对外担保的核

查不够充分，对中介机构相关意见的核查未纳入工作底稿，

尽职调查报告对个别事项未发表明确意见。辖区各证券经营

机构要不断提升合规风控意识，健全内部复核机制，加强项

目尽职调查，确保业务合法合规运作。

三、某证券营业部及负责人疏于管理客户账户被分别出

具警示函

深圳证监局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某证券营业部及其负责

人在知悉客户证券账户交由他人使用的情况下未予制止，并

多次在账户所有人、账户实际使用人之间传递账户相关信

息，在客户回访时提前告知客户提供不实信息应对回访。深

圳证监局严肃问责，对该证券营业部及负责人实施“双罚”，

分别出具警示函。辖区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引以为戒，加

强合规与内控管理，严格员工行为管控，强化客户账户实名

制管理，不得损害投资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

【风险警示】

一、证券公司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不规范风险

近期，辖区某证券公司因网络安全风险管理存在漏洞，

导致公司OA系统遭受注入攻击影响公司移动端OA办公。深圳

证监局核查发现，该公司渗透测试及漏洞修复机制不完备，

网络安全监控方式和响应机制有待改进，安全防护策略有待

加强。同时，该公司信息系统相关人员流动较大，多个重要

信息系统运维主岗已离职，多个技术管理环节权限管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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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辖区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高度重视网络安全保障工

作，认真落实网络和信息安全工作责任规划，加强信息技术

人员保障，提升网络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二、证券从业人员行为管理不当风险

日前，辖区某证券营业部员工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

被公安部门行政处罚。该事件反映出个别证券从业人员政治

意识淡薄、漠视法律法规、缺乏职业道德等问题。辖区各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应不断深化政治意识教育，培育健康的执业

文化，加强员工行为管理，共同维护经济与社会安全。

三、期货公司自有资金投资管理不到位风险

深圳证监局日常监管中关注到，辖区大部分期货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投资各类金融产品，现场检查发现，部分期货公

司组织管理弱化、制度建设不全、制度执行不力、风险控制

薄弱。辖区各期货经营机构一是要找准经营定位，聚焦期货

主业，不得盲目投资。二是要严守合规要求，加强关联交易

管理，不得违反规定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关联人提供融资，不得占用、挪用客户资产用于对外

投资。三是要健全管理机制，合理设置组织架构，健全内控

制度并严格制度执行，强化内部监督检查，保证内控要求落

实到位。四是要加强风险管控，将自有资金投资纳入全面风

险管理范围，强化业务风险评估、监测及预警，同时严格隔

离自有资金投资与其他业务风险。

【统计信息】



13

截至2022年7月，深圳辖区共有证券公司22家，期货公

司14家，基金公司31家，基金子公司20家，证券分支机构579

家，期货分支机构85家。

截至2022年7月，深圳辖区证券公司客户资产180,599.70

亿元，期货公司保证金余额2,805.04亿元，基金公司管理公

募基金规模67,024.52亿元，专户产品规模34,625.39亿元。

经营

机构

总资产

（亿元）

净资产

（亿元）

累计营业收入

（亿元）

累计净利润

（亿元）

深圳
全国

占比
深圳

全国

占比
深圳

全国

占比
深圳

全国

占比

证券

公司
28,077.68 24.97% 6,057.01 22.26% 636.64 25.84% 266.70 27.51%

基金

公司
752.99 23.07% 508.94 21.96% 206.31 23.21% 64.92 24.29%

期货

公司
3,132.74 18.28% 280.21 15.82% 34.36 14.43% 11.15 16.44%

总计 31,893.41 24.06% 6,846.16 21.87% 877.30 24.43% 342.77 26.28%

注：表中数据截至7月底。为更准确反映基金公司业务特点，基

金公司“累计营业收入（亿元）”以“管理费收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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