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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 20% 

近期受贸易摩擦和国际汇市变化等因素影响，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

波动的迹象。为防范宏观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加强宏观审慎管

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18 年 8 月 6 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

金率从 0 调整为 20%。（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018-08-03） 

▷银保监会废改部分规章 外资入股银行比例不再受限 

8 月 23 日，银保监会发布通知称，为落地已宣布的扩大银行业开放举措，

决定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

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持续推进外资投资便利化。落实前

述对外开放举措，需对部分规章条款作出修改，删去相关规定，同时对因取消

外资股比限制而直接衍生的监管属性和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来源：21 世

纪经济报道 2018-08-24） 

▷信托资管新规过渡期指导意见下发 

8 月 21 日，记者从接近监管人士处获悉，信托公司《资管新规》过渡期指

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正式下发至各地银监局。《指导意见》主要重申了

规范资管业务，加强对过渡期整改的监管，防范风险。值得关注的是，《指导

意见》在征求意见时提及的“善意”事务管理类业务(即通常所说的通道业务)

开展，恶意的事务管理类业务不能开展。最终下发的《指导意见》未提“善意”

这个词。另外，《指导意见》还对不符合要求的信托公司开出了整改时间表。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8-08-22） 

▷信托登记细则获批 “全登”时代信托将更规范 

日前，《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正式获批生效。中国信登相关负责人表示《细则》的框架结构与《信托

登记管理办法》相衔接，细化明确各登记流程及操作内容，进一步增强信托登

记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来源：中国信托业协会 2018-08-09） 

第一部分  金融资讯 
 

第二部分  金融法规第一部分  金融资讯 
 

第二部分  金融法规第一部分  金融资讯 
 

第二部分  金融法规第一部分  金融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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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层：稳步推进互联网金融和 P2P 风险化解工作 

近期，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 网络借贷风险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稳步推进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网络借贷风险专项

整治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尽快部署行业检查和企业自查；允许合规机构

继续经营；引导不合规机构良性退出；鼓励金融机构参与平台债权债务转出、

出让和兼并重组，尽最大可能保障投资人权益，实现无风险退出；依法处理严

重违法违规机构。对于恶意退出经营、“跑路”、抽逃资金等性质恶劣的行为，

要依法严惩；严厉打击借款人恶意逃废债行为。对于借本次风险事件进行恶意

逃废债的借款人，要给予打击、纳入征信系统、建立失信惩戒制度等措施。

（来源：新华网 2018-08-04） 

▷中国 9 月将进一步放开外国人开立 A 股账户 

2018 年 8 月 15 日，证监会发布公告，进一步放开符合规定的外国人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权限。本次修改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允许在中国境

内工作的外国自然人投资者开立 A 股证券账户；二是将可以成为股权激励的对

象，扩大到所有外籍员工。（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8-08-15） 

▷沪深港通北向看穿机制落地 9 月 17 日起实施 

证监会官方网站近日发布信息称，中国证监会经与香港证监会协商一致，

北向看穿机制（投资者识别码制度）将于 2018年 9月 17日正式实施。同日，港

交所就相关机制公布了运作细节——港交所将于 2018年 8月 27日开始向交易所

参与者提供安全文件传输协议服务，使得交易所参与者在相关机制推出前有充

足时间为其北向交易客户登记券商客户编码及客户识别信息。（来源: 上海证券

报 2018-08-25） 

▷证监会建立行政处罚专家库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近日表示，证监会建立了法律、会计、评估、金

融等相关领域的行政处罚专家库，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在内的法

学家、知名学者、政府部门资深专家和行业精英成为加入专家库的首批专家。

行政处罚专家库的建立，有利于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借助专家力量更好地解决

http://stock.hexun.com/quanshang/
http://paper.cnstock.com/html/2018-08/25/content_1045672.htm
http://paper.cnstock.com/html/2018-08/25/content_1045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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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工作中遇到的复杂问题，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升执法专业性、

权威性和公信力。（来源：证券日报 2018-08-18） 

▷首批养老目标基金获批 

首批养老目标基金 8 月 6 日获得证监会批文。首批拿到养老目标基金批文

的基金公司有南方基金、华夏基金、嘉实基金、广发基金、博时基金等 14 家。

目前养老目标基金的投资策略主要分为两大类：目标日期策略和目标风险策略。

目标日期基金以投资者退休日期为目标，根据不同生命阶段风险承受能力调整

投资配置。目标风险策略是要在不同时间保持资产组合的风险恒定，投资者可

在自身风险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风格相符的目标风险基金。（来源：新华网 

2018-08-07） 

▷央行升级反洗钱监管 13 家保险公司接 20 张反洗钱罚单 

2018年以来，央行对险企开出的反洗钱相关的罚单已至少达 20张，涉及 13

家险企，罚金 550.99 万元。央行升级反洗钱监管，同时发布包括《关于进一步

加强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通知》等 4 份关于强化各类金融机构反洗钱管

理的文件，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客户及其受益人的身份识别管理等全流程反

洗钱工作。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任重道远。（来源：券商中国 2018-07-29） 

▷108 条网贷合规细则出炉，自融与资金池成考察重点 

8 月 18 日，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开

展 P2P 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

查问题清单》，确定了信息中介定位、资金池、自融、刚性兑付等行业问题为

重点的 10 大检查要点，要求网贷机构合规检查以机构自查、自律检查及行政核

查三方同时进行交叉核验，并于今年 12 月底前完成本轮合规检查工作。（来源：

时代财经 2018-08-20） 

▷全国首个区域货币交易信息平台正式上线 

8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共同合作

建设的全国首个“中国（新疆）--丝路货币区域交易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http://gongsi.hexun.com/fc_517.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159.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582.shtml
http://gongsi.hexun.com/fc_232.shtml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8/07/c_1123235322.htm
http://money.163.com/keywords/9/6/96694f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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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货币区域交易信息平台综合展示了与新疆毗邻国家货币的银行间市场与柜

台市场信息行情，包括：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银行间市场与柜台市场行情，

以及当地柜台市场挂牌的人民币对塔吉克斯坦索莫尼和巴基斯坦卢比等货币的

柜台报价信息。（来源：中国金融信息网 2018-08-20） 

 

  

http://cfc08.compass.cn/stock/index.php
http://rmb.xinhua0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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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8 年第 5 号）  

【内容简介】为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决定废止和修

改部分规章。 

【全文链接】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F5BB8931572C47AEB02D5BC58944

803D.html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提升服

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8〕76 号） 

【内容简介】对符合授信条件但遇到暂时经营困难的企业，要继续予以资金支

持，规范经营行为，规范贷款行为，同时规定了禁止行为。 

【全文链接】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78EB4C12EEF94CCBABF28E8D807

388F9.html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管理细则》 

【内容简介】《细则》明确了信托登记各个环节的执行要求，对预登记、重新

申请预登记、补充预登记、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终止登记、更正登记的适用

情形、需提交的登记信息、登记方式等进行了细化。 

【全文链接】 

http://www.chinatrc.com.cn/contents/2018/8/7c97d814c07ca46d1aa8aa42fb7a9cb07.

html 

第二部分  金融法规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F5BB8931572C47AEB02D5BC58944803D.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F5BB8931572C47AEB02D5BC58944803D.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78EB4C12EEF94CCBABF28E8D807388F9.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78EB4C12EEF94CCBABF28E8D807388F9.html
http://www.chinatrc.com.cn/contents/2018/8/7-c97d814c07ca46d1aa8aa42fb7a9cb07.html
http://www.chinatrc.com.cn/contents/2018/8/7-c97d814c07ca46d1aa8aa42fb7a9cb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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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国

证券监督委员会令第 147 号） 

【内容简介】进一步放开符合规定的外国人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权限，增加

“符合规定的外国人”作为投资者类别之一，并规定外国人申请开立证券账户

的具体办法，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制定，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全文链接】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8/t20180815_342681.htm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令第 148 号） 

【内容简介】将可以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范围，从在境

内工作的外籍员工，扩大到所有外籍员工。 

【全文链接】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8/t20180815_342682.htm 

▷《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149 号）  

【内容简介】《办法》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一是明确适用范围。二是细化境外

股东条件。三是规范间接持股。四是明确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规定。五是对文本

语言和信息系统部署提出要求。 

【全文链接】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8/t20180824_343039.htm 

▷《关于试点开展金融债券弹性招标发行的通知》（银市

场〔2018〕141 号） 

【内容简介】试点阶段，单期金融债券发行规模弹性调整比例不得超过其初始

发行规模的 50%。试点初期，弹性招标发行暂适用于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债券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8/t20180815_342681.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8/t20180815_342682.htm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8/t20180824_343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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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行。金融债券招标触发发行规模弹性调整机制的，发行人应严格按照事先

披露的规则进行调整操作，调整结果经确认后方能生效。 

【全文链接】 

http://www.chinabond.com.cn/cb/cn/xwgg/ggtz/rmyh/20180813/149827551.shtml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四）》（法释〔2018〕13 号） 

【内容简介】《解释》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明确保险标的转让的相关问题。

（二）明确保险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三）明确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相关问题。

（四）明确责任保险的相关问题。 

【全文链接】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10571.html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保险服务的通知》

（银保监发〔2018〕40 号） 

【内容简介】针对销售行为不规范问题、理赔服务不到位问题、互联网保险业

务管控薄弱问题、纠纷处理不及时问题进行了规定。 

【全文链接】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FB3C25CA8F4C47B388F02FA09894

59C8.html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扩大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开展范围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43 号） 

【内容简介】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保险机构

要做好综合研判，加强风险防范与管控；积极创新产品，丰富保障内容，拓展

保障形式，有效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增加养老选择。 

【全文链接】 

http://bxjg.circ.gov.cn//web/site0/tab5225/info4115825.htm 

http://www.chinabond.com.cn/cb/cn/xwgg/ggtz/rmyh/20180813/149827551.s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10571.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FB3C25CA8F4C47B388F02FA0989459C8.html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FB3C25CA8F4C47B388F02FA0989459C8.html
http://bxjg.circ.gov.cn/web/site0/tab5225/info41158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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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

的通知》（国市监注〔2018〕153 号） 

【内容简介】支持各地试点进一步优化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程序，鼓励各地探索

构建企业注销登记服务平台，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举措的贯彻落实。 

【全文链接】 

http://samr.saic.gov.cn/xw/yw/wjfb/201808/t20180828_275746.html  

▷其他法规 

▷《区域性股权市场自律管理与服务规范（试行）》（中证

协发〔2018〕201 号） 

【内容简介】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组织开展其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中小微

企业股票、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可的其他证券的非公

开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本规范规定。 

【全文链接】 

http://www.sac.net.cn/flgz/zlgz/201808/t20180817_136260.html 

 

▷《地方政府债券弹性招标发行业务规程》（财库〔2018〕

74 号） 

【内容简介】地方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有关规定，在与承

销团成员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地方政府债券弹性招标发行规则等制度

办法，合理设定投标比例、承销比例等技术参数，其中，最低投标、承销比例

等应当基于计划发行额区间上限进行设定。 

【全文链接】 

http://www.mof.gov.cn/gp/xxgkml/gks/201808/t20180817_2990124.html 

 

▷《 2018 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发改财金

[2018]1135号） 

【内容简介】《工作要点》提出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对债转股、

“僵尸企业”债务处置、推动兼并重组等降杠杆措施作出明确指示。 

【全文链接】 

http://bgt.ndrc.gov.cn/zcfb/201808/t20180808_895410.html 

  

http://www.sac.net.cn/flgz/zlgz/201808/t20180817_136260.html
http://www.mof.gov.cn/gp/xxgkml/gks/201808/t20180817_2990124.html
http://bgt.ndrc.gov.cn/zcfb/201808/t20180808_895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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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

配套规则（征求意见稿）》 

【内容简介】本次办法修订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为目的，优化信息披露方式；二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重点，强化风险揭示，

规范基金名称，明确重要信息的披露；三是加大问责力度，提高信息披露违规

成本。 

【全文链接】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8/t20180803_342180.htm 

▷《保险实名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内容简介】《征求意见稿》对包括保险实名查验登记平台和保险账户、身份

证件核对和实名信息查验登记、实名信息安全管理和监督管理等部分进行了规

定。 

【全文链接】 

http://bxjg.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4109282.htm 

  

第三部分  立法动态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zjh/201808/t20180803_342180.htm
http://bxjg.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41092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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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设立的信托真的有效吗？ 

作者：韩良家族信托团队 

【摘要】家族信托的设立关系到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利益与家族事业的兴衰，

因此，家族信托是否有效设立至关重要。本文将以我国《信托法》为基础，从

信托目的、信托主体、信托财产和信托行为四个方面出发，阐述设立信托的生

效要件。 

 

家族信托的设立关系到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利益与家族事业的兴衰，因此，

家族信托是否有效设立至关重要。我国《信托法》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设立信托

的生效要件，一旦违背这些要件，就可能使当事人心血付诸东流，设立的信托

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因此，在设立信托时要严格遵循法律的规定，那么

设立信托究竟要遵循哪些要件呢？下面将为大家一一介绍： 

一、家族信托要具备合法的信托目的 

根据《信托法》，目的不合法的家族信托大致分为两类，即违法信托和欺

诈性信托。 

（一）违法信托 

根据《信托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该信托无效。此外，为了使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获得某种

利益的人获取信托利益而设立家族信托，该信托目的也是违法的，属于无效的

信托；另外，家族信托目的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该信托无效。 

（二）欺诈性信托 

欺诈性信托是指委托人以损害其债权人利益，即以欺诈债权人为目的而设

立的信托。欺诈性信托构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对象，《信托法》明确禁止债

务人利用信托从事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活动。根据这一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

其客观后果导致债权人难以实现其债权，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该债权人有权

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信托法》规定债权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

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否则该撤销权归于消灭。 

按照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一项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行

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为了平衡债权人

和善意家族信托受益人的利益，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不影响善意的受益人已

经取得的信托利益。 

二、家族信托主体的适格性要件 

第四部分  金融评论 



 京都金融通讯 2018 年 9 月刊 

11 

设立家族信托，必须要有适格的信托主体，即当事人应当具备法律规定的

主体资格，包括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一）委托人的主体资格 

家族信托的最终委托人只能是自然人，在实践中一般是家族事业的创始人

或夫妻等。除此之外，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应当是家族财产的合法拥有者、家族

事业的创建者且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受托人的主体资格 

理想的家族信托的受托人应该是具有从事信托业务的牌照，能够在其名下

承接信托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并具有进行家族财产管理和家族事务管理的能力

和资质，具有强烈的信义与尽责精神，能够长期存在的法人或者机构。实际上，

在现代社会，全部满足以上条件的受托机构，不仅在我国没有，在信托文化非

常发达的英美国家也很难找到。因此，综合起来，受托人应该至少具备以下一

项条件以上的主体资格条件：具有从事信托业务的牌照、具有从事财富管理与

资产管理的资质与能力、具有从事家族事务管理的资质与能力。 

（三）受益人的主体资格 

家族信托受益人的产生，原则是由委托人指定受益人，根据《信托法》的

规定，家族信托受益人的范围广泛，一般没有限制性要求，委托人的亲属、家

族企业的员工、其他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成为受益人。此外，胎儿也可以成为

家族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但需注意，如果有关法律、法规对外国人取得某物

或者某项权利有限制性规定，而该物或者该项权利为受益权的客体应当移转给

该外国人的，则外国人不得成为该信托的受益人。 

三、信托财产的生效要件 

委托人设立家族信托的财产必须具有合法性，否则存在使家族信托无效的

法律风险。根据《信托法》的规定，信托财产包括合法的财产权利，即不但包

括有形财产还包括无形财产，具体包括货币、不动产、股权、知识产权、艺术

品与收藏品等。不得以非法的财产设立家族信托，不得以不存在的财产设立家

族信托、不得以权属不清的财产设立家族信托、未经批准不得以限制流通的财

产设立家族信托、 

四、信托行为的生效要件 

信托行为需要包括两个要件，一是主观要件，即当事人设立信托的意思表

示行为；二是客观要件，即信托财产的转移行为。另外，依法需要办理信托登

记的信托，则应当办理信托登记手续。 

▷股权信托初探 

作者：韩良家族信托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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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股权信托并非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而是指以股权作为信托财产

的一种信托，本文将从股权信托的含义、分类、境内外发展现状三个方面介绍

股权信托。虽然目前在我国设立股权信托还存在一些障碍，但作为资产保护的

一种方式，其价值不容小觑。 

 

在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的背景下，如何对股权类资产进行保护和传承，是

许多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带大家学习一下股权类资产的保护之道：

股权信托。 

一、股权信托的含义与分类 

1.股权信托的含义 

股权信托的称谓并非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而是在实务中衍生出的一种

信托类型。股权信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理解，狭义的股权信托又称直

接股权信托，是指以股权为标的而设立的信托；而广义的股权信托还包括间接

股权信托，即在设立信托时的标的并不是股权，例如资金，但将来用信托财产

购买股权而使该股权成为信托财产的信托。 

股权信托与股权托管不同，作为信托的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股权信托必须

具备信托股权之所有权的分离、信托之股权转移于受托人并由其占有、受托人

对受益人负有信义义务、受益人享有追及权等基本要素；而股权托管相当于是

对股权的委托管理，股权所有人（股东）根据托管协议，将其股权委托给他人

进行管理，但是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不进行变更，属于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而

非信托关系。 

2.股权信托的分类 

（1）依据信托目的划分 

根据具体的信托目的不同，可以将股权信托分为投资理财型股权信托和管

理型股权信托。投资理财型股权信托的目的在于投资回报，在此类股权信托中，

委托人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并不感兴趣，通常持有股权的比例也并非很高，委托

人不注重对公司的控制，而是倾向于把股权处分权、表决权等彻底交给受托人，

目前信托公司推出的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可归入此类。 

在管理型股权信托中，委托人的目的在于通过信托持股达到特定的股权管

理目的，委托人注重对公司的控制，与股权相关的表决权和处分权实质上只是

部分地转移给受托人。表决权信托就属于一种典型的管理型股权信托，表决权

信托产生于美国，是指一个股东或数个股东根据协议将其持有股权上的法律权

利，包括表决权，转让给一个或者多个受托人，后者为实现一定的合法目的而

在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持有该股权并行使其表决权的一种信托。 

（2）依据股权类型划分 

股权类型的划分主要以公司类型划分为基础。以我国为例，公司主要包括

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大类别，对应的股权类资产随之分为有限公司

的股权与股份公司的股份。进一步而言，依据股份发行方式的不同，股份公司

又可细分为上市公司与非上市股份公司，相应的股权类资产随之分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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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与非上市公司股份，即依据股权类型的不同将股权信托划分为上市公司股

份信托与非上市公司股权信托。 

二、境内外股权信托的发展现状 

1.境外股权信托发展现状 

在一些发达的英美法国家，信托制度已较为成熟，相应的股权信托设立也

较为普遍。美国的表决权信托已经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接受，并已发展的较为完

善。1934 年，洛克菲勒家族将其集团股权设立了家族信托，将其家族股权资产

通过信托工具传承延续至后代，委托人是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受托人

是大通国民银行，受益人为委托人的妻子和 6 个孩子。 

2.境内股权信托的发展现状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1 年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公布执行

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1〕101号），明确规定：“未经人民银行、

证监会批准，任何法人机构一律不得以各种形式从事营业性信托活动，任何自

然人一律不得以任何名义从事各种形式的营业性信托活动”。因此，在我国境

内通过公开资料能够查阅到的股权信托业务的受托人均为取得信托业务牌照的

信托公司。 

但囿于我国信托登记制度的缺失，股权信托业务的开展面临较大风险与障

碍，直接导致了我国股权信托业务偶有尝试却未能得到普遍推广，而据公开报

道已经设立了的股权信托，也并未披露相应的细节，无法判断其属于直接设立

还是间接设立，亦无从知晓作为信托财产的股权属于何种类型的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拟在境内交易所上市公司若存在信托持股的情形，会因触

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股

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

的相关规定而无法通过证监会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核

准或审查。 

而公司一旦上市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进行信托持股时，如果股东以其所持公司 5%以上股份设定信托，则需

要依法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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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10）8525126885251258 

邮箱：info@king-capital.com 

天津分所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金融街中心

A座 1708 

邮编：300037 

电话：022-88351750 

传真：022-28359225 

邮箱： tianjin@king-capital.com 

上海分所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580 号（南证大

厦）3903A室 

邮编：200041 

电话：021-5234106652341099 

传真：021-52341011 

邮箱： shanghai@king-capital.com 

深圳分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171 号新华

保险 1701室 

邮编：518048 

电话：0755-33226588 

传真：0755-33226566 

邮箱：shenzhen@king-capital.com 

大连分所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72 号星

海旺座 603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