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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6 月 1 日 0 时起对原产美国部分进口商品提高

关税税率 

2019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 2019 年 6 月 1 日 0 时

起，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 600 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

率，分别实施 25％、20％或 10％加征关税。对之前加征 5％关税的税目商品，

仍继续加征 5％关税。（来源：金融界 2019-05-10） 

▷国务院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含多项税务法规、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 

5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 2019 年立法工作计划，涉及契税法草

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政

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项目。（来源：中央人民政府 

2019-05-11）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 

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

划纲要》，强调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

“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集群。（来源：新华社 201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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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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圈定 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任务 

5月1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任务》，

对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12

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出任务要求。（来源：证券日报网 2019-05-11） 

▷央行从 2019 年 5 月 15 日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

金率 

央行决定从5月15日开始，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

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对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

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档

次的存款准备金率，该档次目前为8%。（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019-05-06） 

▷近期拟推出 12 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新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近期拟推出 12 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新措施，同时加强动态评估，提升

审慎监管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促进银行业保险业健康发展。（来源：中国一

带一路网 2019-05-02） 

▷天津市：取消在津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

股比例限制 

4 月 29 日，天津市发布《天津市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若干措

施》，取消在津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支持外国银

行在津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

行在提交开业申请时一并申请人民币业务。支持在津设立外资保险公司，探索

降低外资保险公司设立的限制条件。（来源：金融界 20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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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通报 2018 年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情况 

近日，证监会资本市场诚信建设办公室对 2018 年资本市场诚信状况进行了

统计、分析，2018 年度存在违法失信记录的机构共 1251 家、个人共 2333 人，

市场违法失信行为中信息披露违法失信行为仍然高居首位，占比 50.1%。（来

源：中国证监会 2019-05-10） 

▷监管拟强化互联网保险可回溯管理 融合销售须全记录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在业内下发了《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二度征求意见，并提出保险机构应建立

互联网保险销售可回溯内部控制制度，明确线上线下融合方式销售和自助终端

销售亦适用此规定。（来源：和讯网 2019-05-09） 

▷互金协会召开供应链金融数据化风控体系研讨会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近日在上海组织召开了供应链金融数据化风控体系研

讨会。与会代表分别就供应链金融风控模式创新、供应链金融数据化发展趋势、

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业务模式创新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并一致认为，

供应链金融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实体经济、降低中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来源：金融时报 201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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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条例》（国令第 712号） 

【内容简介】《条例》规定了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的主要原则和基本要求、

政府投资决策程序、政府投资年度计划的相关要求、项目实施和事中事后监管

等内容。 

【全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5/05/content_5388798.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修订） 

【内容简介】《条例》对公益性捐赠、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含义，以及有关企业

当年发生以及以前年度结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的扣除规定，做出了修订，并删

除了部分条款。 

【全文链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4/29/content_5387404.htm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 更大力度推进优化税务注销

办理程序工作的通知》（税总发〔2019〕64 号） 

【内容简介】《通知》从扩大即办范围、简化税务注销前业务办理流程、减少

资料报送 3 个方面推出更大力度优化企业税务注销举措，优化税务执法方式，

改善税收营商环境。 

【全文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4342741/content.html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

法〉的通知》（汇发〔2019〕13 号） 

【内容简介】《管理办法》明确了支付机构外汇业务概念、确立了《管理办法》

的适用范围、登记管理、市场交易主体管理、交易审核、账户管理、信息采集

与报送、监督与管理和相关责任制度。 

第二部分  金融法规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5/05/content_53887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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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链接】 

http://www.safe.gov.cn/safe/2019/0429/13114.html 

▷《2019 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任务》（发改体

改〔2019〕651 号） 

【内容简介】《重点任务》要求 12 个改革试验区重点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

素市场化配置、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领域进行积极探索，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全文链接】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5/t20190510_935939.html 

▷《关于修改〈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9 年 4 月修订）〉的通知》（上证发〔2019〕53

号） 

【内容简介】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一）增加了董事的任期、选举和更换

的规定；（二）修订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列入公司章程的规定；（三）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该上市公司股票的规定。 

【全文链接】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listing/c/4801808.shtml 

▷《关于修改〈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的通知》（上证发〔2019〕52 号） 

【内容简介】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一）增加了董事的任期、选举和更换

的规定；（二）增加了股东大会会场、召集程序等规定；（三）上市公司控股

子公司持有该上市公司股票的规定。 

【全文链接】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main/listing/stock/c/c_20190430_48018

07.shtml 

http://www.safe.gov.cn/safe/2019/0429/13114.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5/t20190510_935939.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tib/listing/c/4801808.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main/listing/stock/c/c_20190430_4801807.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rules/main/listing/stock/c/c_20190430_48018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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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重大资产重组〉的通知》（深证上〔2019〕273

号） 

【内容简介】《重组指引》》主要变化包括：（一）补齐规则短板，进一步完

善重组信息披露监管安排；（二）适度简化整合，进一步提高规则针对性和便

利性。 

【全文链接】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190510_567094.html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天津市扩大开放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若干措施〉的通知》（津政办发〔2019〕

25 号） 

【内容简介】《若干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一）以更大力度开放推进“一基

地三区”建设；（二）进一步扩大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三）着力打造世界

一流的港口环境；（四）高标准建设营商环境。 

【全文链接】 

http://gk.tj.gov.cn/gkml/000125022/201905/t20190506_83253.shtml 

http://www.szse.cn/lawrules/rule/allrules/bussiness/t20190510_567094.html
http://gk.tj.gov.cn/gkml/000125022/201905/t20190506_832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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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

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 

【内容简介】《征求意见稿》就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时同一境

外机构投资者进行直接投资、相关托管行及结算代理人进行国际收支虚拟申报、

资金在境内直接划转以及备案等问题作出规定。 

【全文链接】 

http://www.safe.gov.cn/safe/2019/0510/13186.html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内容简介】《修订征求意见稿》作出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在《办法》附则

中增加其他动产和权利担保交易登记的参照条款；二是取消了登记协议上传要

求；三是下调了登记期限。 

【全文链接】 

http://www.pbc.gov.cn/rmyh/105208/3821318/index.html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内容简介】《暂行办法》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提出金融资产风险分类

要求；二是提出重组资产的风险分类要求；三是加强银行风险分类管理；四是

明确监督管理要求。 

【全文链接】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ShouDoc/F0BBC13866B3401CBE0366DF3F3B

AD21.html 

第三部分  立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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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家族信托成为家族企业治理的载体？ 

作者：韩良家族信托团队 

【摘要】家族企业的传承，有赖于产权科学设计、企业和家族良好治理间

的统一。但中国大陆地区，由于股权信托的登记、上市和税收等法律环节的不

完善，家族信托作为家族企业治理的载体功能尚未完全发挥。本文以英属维尔

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BVI）的私人信托公司制度（PTC）、《英属维

尔京群岛特别信托法案》（VISTA 法案）和目的信托（Purpose Trust）制度为

例，对家族企业股权的保全进行介绍，以助创一代建立科学合理的家企治理架

构。 

一、依托 PTC 进行财富产权设计——赋予家族企业股权独立性 

家族企业创始人利用信托进行家族企业的产权设计，可赋予家族企业股权

的独立性，达到家族企业股权保护和传承的目的。PTC 兼具信托受托人资格和

法人主体资格，可由一个或数个家族成员出资设立，PTC 可专门作为家族的信

托受托人，以信托方式持有家族企业的股权，并可视为家族企业中的控股公司。

相比持牌信托公司，PTC 并不需要取得金融牌照，任何家族均可在 BVI 设立家

族专属的私人信托公司，但通常仅能够在私人信托中担任受托人。此外，PTC

由家族成员成立，更熟悉家族企业运作。 

二、利用 VISTA 目的信托进行家族与企业治理——家、企分而治之 

VISTA 目的信托为 BVI 所特有，其将 VISTA 信托与目的信托相结合，可

以满足创一代既希望家族企业股权长期以信托方式持有，又不愿持牌信托公司

受托人过多干涉家族企业具体事务的诉求。委托人通过在 VISTA 信托契据中设

计一系列条款，可限制持牌信托公司的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即 PTC 股权）管理；

同时，目的信托（Purpose Trust）无信托受益人，目的信托不受“受益人终止规

则”和“反永续规则”的约束，可实现信托的永久存续。 

（一）PTC 股权风险隔离，且避免持牌信托公司的不当干预 

第四部分  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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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VISTA 法案，持牌信托公司受托持有 PTC 股权，但持牌信托公司通

常不享有 PTC 的经营管理权，也豁免了持牌信托公司受托人在信托中相应的受

托义务。公司的董事可由委托人或任命人进行指定。因此，PTC 的股权虽然在

持牌受托人名下，但家族财富的控制权仍可保留。VISTA 法案确立了董事会规

则（ODRs），根据该规则，任命人可通过指示受托人对 PTC 董事进行任命或

解任，实质是任命人通过掌控 PTC 董事的任免权，进而控制 PTC 及家族企业，

实现一定程度的家企隔离。任命人可以由家族理事会担任。任命人与家族理事

会角色的重合，使得家族治理这一软性的机制通过依托信托制度而变得更具操

作性和可行性。 

（二）引入质询人制度，将家族事务执行置于家族监督之下 

质询人制度的引入，可使得那些不担任家族企业管理职务的家族成员有渠

道对那些担任家族企业高管的家族成员进行必要的监督。在具体机制上，当质

询人对 PTC 事务的执行有异议时，可行使“介入申请”的权利，即请求持牌信

托公司受托人介入 PTC 的事务。如质询人要求持牌信托公司受托人介入的理由

正当充分但受托人拒不介入，质询人可以以其违背信义义务为由向法院提起诉

讼，强制其介入，撤换已经选任的 PTC 的董事。质询人可以由家族监事会担任，

主要作用是监督家族企业管理层的各项行为，防止经营者滥用权力。 

家族企业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形式，平衡处理家族和企业两个系统间的关系

是维持健康的家族关系和企业经久不衰的基础。离岸信托不但能够在家族企业

所有权设计上实现股权的独立，还可以通过 PTC 及 VISTA 目的信托的机制，

为家族企业和家族的良好治理奠定基础，帮助创一代打造百年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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