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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中国证券市场实务规范组第五次会议 

 

时间：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地点：贵阳 

日程： 

（一） SMPG 组织及活动发展更新 

（二） SMPG 组织及活动发展壮大——提名与提案 

（三） 分组平行讨论：跨境业务专题 

（四） 分组平行讨论：境内业务专题 

（五） 分享讨论成果简报共享 

（六） 集体讨论：SMPG 的发展壮大——发展与规划 

 

一、SMPG 组织及活动发展更新 

上午九时，与会者到场，相互认识。九时十五分开始，先后

由 SWIFT 高级经理吴佳、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李秋处长作为承

办方代表、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罗晓清、前任 SMPG 主席或其

代表钟咏苓女士和孙奕奕先生致开幕辞。各方秉承的共同宗旨是

加强行业交流，提高中国境内市场相关业务的处理效率。 

九时四十分，SWIFT 上海业务总监蔡金兴先生发言，他对

首次新加入 SMPG 的券商和资产管理机构业务代表表示欢迎，

鼓励老成员与新加入成员之间多多交流业务中的问题。SW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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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金融行业的社群，是个非营利性的的会员制机构，其传统的

业务范围是跨境支付和全球托管业务，随着越来越多类型的金融

机构加入，SWIFT 也将致力于拓展更多新类型的报文，以配合

各类用户的业务需要。作为一种安全高效的信息传输方式，

SWIFT 报文有效地弥补了传真和电报的不足，从用户的角度出

发，SWIFT 也在考虑如何进一步降低使用费用。 

十时，吴佳向各位首次与会的机构代表介绍了 SWIFT 和 CN 

SMPG 的基本情况、组织特征等供大家了解，提供了两个网址

供 大 家 寻 找 相 关 资 料 并 交 流 业 务 之 用

（http://smpg.webexone.com 和 www.swift.com ）。接下来，

SWIFT 亚太区标准专家袁灿棋先生介绍了 SWIFT 在亚太地区的

工作进展和发展框架。 

二、SMPG 组织及活动发展壮大——提名与提案 

本次会议适逢两年一度的 SMPG 理事长重新选举，蔡金兴

先生建议中资托管银行在 SMPG 中承担更积极的角色，工商银

行资产托管部范薇副处长作为本次会议的承办方的代表，从中资

托管行的角度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工商银行向来高度认同

SWIFT 的重要作用并高度重视 SMPG 的工作，随着自身在全球

托管业务中经验的积累，乐意在以后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工商

银行将特别关注在 SWIFT 和 SMPG 协调和支持下，更好的适应

中国境内特有业务的需要；倡导建立一种有效机制，以帮助

SMPG 参与机构在每年两次会议之外能有更多的机会及时沟通

http://smpg.webexone.com/
http://www.swi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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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解决日常工作的具体问题。 

农业银行副处长陈振华表示，农行一贯重视境内业务证券类

报文的标准化和自动化，不断在报文标准和客户需求之间寻求平

衡，在这个方面得到了 SMPG 的大力协助，对过去的成果非常

认可。对于将来的工作，赞同 SWIFT 建立日常联系人的机制。

对于本次新加入的机构，认为 SMPG 新增力量很有必要，特别

体现在 QDII 业务的信息传输方面。 

交通银行资产托管部信息管理处项目经理应同山关注的是

同业之间的交流如何更加及时有效，两次会议之间出现异常和例

外情况下如何及时协调，希望 SMPG 能给与有效支持。 

三、四、分组平行讨论：跨境业务专题和境内业务专题 

上午十时四十五分至十二时、下午十四时至十七时，与会者

开始按照跨境专题和境内专题进行平行分组讨论。 

（一）跨境业务讨论情况 

1、讨论议题 

此次跨境业务专题的讨论主要是在 ISO 15022（SWIFT）框

架下、在前期会议的业务成果基础上探讨境内证券市场报文的具

体使用规则，涉及的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 

（1）探讨 MT578 报文（追索结算指令）是否有必要在境内

市场上使用； 

（2）对于境内资金证券交收非同一天的特殊结算规则，在

报文中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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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适用待交收规则的证券，是否发送 MT537（未决

交易对账单给客户）； 

（4）在 MT541/543（证券买卖结算指令）中如何体现对手

方信息 

（5）发送给客户的 MT535（证券持仓对账单）是基于交易

（TRAD）还是基于结算基础（SETT）。 

2、讨论结果 

（1）Settlment & Reconciliation 业务讨论结果 

①对于券的交割在 T+0 ，资金的交割在 T+1 的情况下，在

发送 MT545,MT547 确认报文的时候:   

——Sequence B trade detail  :98A::ESET//200XXXXX   

ESET 为券的交割时间； 

— — Sequence E3 Amount  :98A::VALU//200XXXXX  

VALU 为资金的交割时间。 

②对于像 Warrant、ETF 这样的产品，目前的处理方式为： 

——T+0  MT535  Sequence A   :22F::STBA//TRAD 

通知用户，在 Subsequence B1b  Sub balance，用 AVAL , 

NAVL 表示标注可用与不可用的信息； 

(注： 有些银行对于待交收品种于 T 日按中登公司股份实际

过户记录交收，同时实际过户的股份份额亦显示在 MT535 AVAL

栏位.  对于待交收的份额，会于 T+1 日交收，同时当晚的 MT535

中会显示出所有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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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  MT548 通知用户交易情况  ; T+1  MT535  

Sequence A  :22F::STBA//SETT 通知用户。  

③对手方信息的识别 

在 PSET 放中登的信息；DEAG、REAG 放券商的信息 

（2）Corporate Action 业务讨论结果 

关于报文中描述性栏位的规范化：由于目前一些银行对于描

述性的栏位已经有了固定的模版，并且可以自动化。对描述性栏

位的规范性的要求不是十分的迫切，在本次 SMPG 的会议中暂

时不对 CA 的描述性的栏位进行规范。 

关于公司公告中对于分红股转赠股等类型的公告：不同的托

管机构的处理方式不同，有的机构已经比较自动化。目前不需要

统一是否按照一个公司类型还是按照两个公司公告类型来处理，

但以后会提出一些方案供托管机构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二）境内业务专题 

目前境内各资产管理机构与托管银行之间的资金划拨工作

量大、风险高，本次会议提出了电子化解决方案的初步设想。主

要的讨论内容如下： 

1、基金公司和券商代表提出目前与银行的资金划拨指令大

多通过传真进行，涉及大量的手工行为并隐含相当的风险。 

2、尽管有电子银行，点对点通讯等不同的方式开始取代传

真，基金公司和券商仍然需要面临把与不同对手方不同通讯渠道

和不同的数据格式与自身后台系统整合的挑战。与会的基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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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券商的专家代表表示， 十分支持 SMPG 工作组能提出标准化

的数据格式并梳理整合包括支付、对帐和其他与托管银行相关业

务的主要信息交互渠道。 

3、SWIFT 分享了公司客户在人民币资金划拨领域实现标准

化的应用案例，供与会代表借鉴和探讨。该服务已由包括中国工

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国内主要银行，陆续投产应

用，通过 SWIFT 统一渠道和统一数据格式满足公司用户类似的

人民币资金划拨需求，即把结构化标准化的 SWIFT MT101 报文

指令，通过文件包打包通过 SWIFT 渠道传输，该方案支持中文，

并实现了与各银行的人民币后台清算系统自动化对接。 

4、基金公司，券商和托管银行的代表对如何将该方案延伸

应用到证券资金划拨领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该方案的框架设想

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和认可，但进一步的业务细节和操作规范需要

通过 SMPG 工作组的深入评估和落实。 

5、SWIFT 表示将全力配合本地证券行业对提升人民币划拨

流程自动化和标准化的需求，将积极牵头核心的基金公司，券商

和托管银行代表成立项目核心工作小组，落实推进之后的工作。 

6、同意该项目核心工作小组将由对优化中国证券业务中人

民币划拨流程具有积极意愿的基金公司，券商和托管银行专家代

表组成，在 2009 年 12 月底前成立并启动相关工作。 

五、分享讨论成果简报共享 

下午十七时，所有与会者重新汇聚一堂，由 SWIFT 高级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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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何颖、银华基金运作保障部总监龚飒女士作为代表，分享了跨

境业务和境内业务两组专题讨论的内容。 

六、SMPG 发展壮大的长效机制 

(一)关于 SMPG 发展壮大的意见和建议 

SWIFT 专家提议，在 www.swiftcmmunity.net 上建立 CN 

SMPG 工作组网上讨论区；理事机构和秘书处( SWIFT 作为常设

秘书机构和义务协调人)负责审阅工作成果简报，定期发布和推

介；各家参与机构确立一名主要联络人（Champion）以便于及

时沟通等。 

新任 SMPG 理事长和理事会机构将加强交流，各司其责，

共同协调 SMPG 工作组进一步明确落实发展壮大的长效机制。 

浦发银行托管营运总监周倩芝女士认为，SMPG 的努力方

向和工作机制有助于推动中国境内业务走向国际。 

银华基金运作保障部总监龚飒女士作为 SMPG 资产管理类

机构的代表，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基金公司通过加入 SMPG

能够更好地获知信息、协调关系，解决业务增长带来的人员压力

等问题。 

中信证券清算部副总裁姜建军先生作为 SMPG 券商成员的

代表，认为各类金融机构面临共同的问题，其中紧要的一个就是

如果建立一个囊括银行、券商、信托、保险等类型机构在内的统

一的标准化平台。 

（二）SMPG 理事会成员和理事长改选等事宜 

http://www.swiftcmmun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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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最后，全组一致表决通过： 

1、由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证券服务部业务支援总经

理钟咏苓女士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证券及基金服务部中

国区运用总经理吴江林先生担任新一届中国 SMPG 联席理事

长。 

2、确定中国 SMPG 理事会成员机构一共 7 席，汇丰银行、

花旗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五家机构改选为理事

会托管银行成员机构，银华基金和中信证券则分别作为资产管理

机构和证券公司类成员的代表增补为 SMPG 理事会成员机构。 

3.下次会议暂定于 2010 年 4 月份举行，将由建设银行承办。 

 

 

记录：工行参会人员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