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会议纪要 

——中国证券市场实务规范组第六次会议 

 

时间：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 

地点：广西南宁 

日程： 

（一） 中国 SMPG 组织的工作发展介绍和展望 

（二） 集体讨论：资产管理公司人民币划款自动化项目 

（三） 集体讨论：券商与 QFII 及托管银行对账自动化项目 

（四） 集体讨论：投资股指期货的流程优化项目 

（五） 分享讨论成果简报共享 

（六） 选举新任联席理事长 

 

一、SMPG 组织及活动发展介绍 

上午九时，各参会机构代表陆续到场，相互认识并简短介绍。中

国 SMPG 组织钟咏苓理事长介绍了此次会议的日程。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托管业务部史静欣处长作为承办方代表致会议开幕词。随

后钟咏苓理事长对各个参会机构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对 SMPG 的发展

历史、主要职能、组织架构和组织使命进行了介绍。 

二、资产管理公司人民币划款自动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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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时，SWIFT 组织徐珺，银华基金孙爽和交通银行应同山主

持资产管理公司人民币划款自动化项目的讨论。 

主要讨论要点： 

 会议总结了目前基金公司和托管银行之间的人民币划款流程

所面临的挑战，各方均表示目前手工处理的方式仍存在数据格

式不统一，数据传输及时性、安全性的问题。 

 SWIFT 介绍了目前在国际上金融机构之间进行资金划拨和现金

管理的常用报文。大家就将如何将这些报文和中国的业务需求

相结合以优化当前的人民币划款业务流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就优化后的人民币划款业务流程，会议达成的共识是基金公司

可以发送统一格式的电子化的划款指令(MT101 FileAct) 到托

管行，托管行对收到该指令进行自动化确认（可通过 SWIFT 系

统自动发送的 ACK报文实现），日终时，托管行可以发送当日

的资金变动情况报表（MT940/MT950）给基金公司。基于基金

公司对某些划款业务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比如新股申购划款

指令等，托管行将在充分论证可行性的基础上考虑未来对实时

性要求比较高的业务提供更及时的日间账户变动情况的信息。 

 在对业务流程上进行充分交流后，与会代表讨论审核了基金公

司和托管行之间的人民币划款指令的标准格式（MT101 

FileAct）。大家达成的共识是 MT101 FileAct 基本满足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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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民币划款指令的所有要素。但是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补充和

完善： 

1.  银行划款时间是否需要精确到分   

2.  附言栏需要整理出较全面的划款用途（包含保险公司下资

产管理公司划款用途），并区分业务类别，以更好的达到自动

化 

 会议简单讨论了自动化对帐业务。SWIFT 可起到安全的电子化

通道的作用。 

下一步计划： 

- 各机构提交较详细的划款用途至 SWIFT 

(kate.he@swift.com) SWIFT汇总后，将划款用途及附言按

照三层分级制度编制相应的缩写代码以供未来更好的自动

化处理 

- SWIFT 协助将划款指令格式（MT101 FileAct）整理存档为

中国 SMPG 规范性文件，供各机构未来实施人民币指令自动

化项目时参照 

- SWIFT 协助银华基金和交通银行对划款指令进行测试 

三、券商与 QFII 及托管银行对账自动化项目 

   花旗银行 Perry sun主持了券商与 QFII及托管银行对账自动化项

目的讨论。总结了和国内部分券商的前期研讨成果，针对目前 QFII

mailto:kate.he@swi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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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中券商和托管行对账流程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运用

MT940/MT535/MT515 实现自动对账的构想。 

   主要讨论要点： 

 一致认可目前 QFII业务中券商与托管银行的对帐中呈现的问

题，安全可靠的传输渠道，标准统一的数据格式，提升自动化

处理水平并控制风险，是与会者对目前改进对帐模式的基本考

量。 

 讨论基本确认了 MT940,MT535报文内容可以涵盖券商与托管银

行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对帐所需的所有数据要素。 

 由于 QFII 实务中存在由不同券商负责沪深市场的业务，托管

银行需要把资金和账户信息需要根据 QFII 客户的要求只提供

相关部分给对应券商。 

通过 MT940/MT535报文支持这一实务要求，技术上是可行的。

部分托管银行可能需要改动其系统以分列提供给不同券商的

信息，而已经设计并采用单独套帐信息的托管银行则已可以支

持该项需求。关键在于业务相关各方对该模式的共识及事先的

业务约定。 

 部分券商反映 MT940 所包含的信息栏位如期初期末余额，账户

变动明细等丰富数据，需要处理的报文可能过长，而券商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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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仅为可用头寸信息，最好以更精短的报文传递，如 MT941

等，但对 MT941的引入可能会引致多家托管银行系统改动。  

 论证确认了 MT515报文可以涵盖目前日终券商提供的成交报告

所含的所有数据要素。券商可以从各自提高对 QFII 客户标准

化信息和服务水平的考虑着眼应用。而以 MT515 实现实时交易

确认并应用于 Pre-matching预对盘环节，将在未来真正实现

T+1 DVP后更具探索意义。在目前的模式中，各方仍将以中登

数据为最终的权威数据，实现以 MT515 预对盘的意义不大。 

下一步计划： 

- SWIFT 协助比较 MT940 与 MT941的报文内容，用法和实际

应用对系统处理能力影响的差异比较，提交 SMPG组最终选

择确认。 

- SWIFT 协助协调已具备测试意愿和报文能力的托管银行和

券商，对应用 MT535, MT940 进行自动化对帐的测试，并及

时将测试结果向 SMPG 组汇报。 

- 由该项目的主导理事机构 （花旗银行），校验论证结果，

并协调 SMPG确认通过对该项目的推荐实务规范。 

- 由 SWIFT协助整理存档为中国 SMPG 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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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PG理事会将密切关注对 T+1 DVP的实现时间表和计划，

在时机成熟后，进一步在中国 SMPG 组内评估 MT515 的应用

意义。 

 

五、股指期货问题 

 

   S.W.I.F.T.组织袁灿棋通过 PPT 展示，整体介绍了股指期货参与

各方职责及股指期货交易的流程。由于证监会尚未出台 QFII 客户投

资股指期货的具体要求及具体投资业务流程指引，此次讨论的内容基

于各机构对于股指期货投资的理解及对可能的投资过程中各方信息

传递途径的探讨。 

   主要讨论要点： 

 特別結算会员模式目前银监会不允许，所以银行无法直接参与

中金所的结算，只有具有结算会员资格的期货公司方可。银行

在 QFII 投资股指期货业务中只充当托管银行角色，面向 QFII

主要活动有开仓，保证金追加和投资监控等。 

 中金所同时是清算所（Clearing  House），作为股指期货的

中央对手方。 

 中国 SMPG 组主要关心点，在 QFII 与托管银行进行信息交互的

流程，比如保证金追加指令的约定， 和 QFII 机构作了期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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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后如何告知托管银行相关信息以便于托管银行的帐务处理

等。 

   下一步计划 

- SWIFT 根据更新的业务流程理解，配合中国 SMPG主要关心

点， 即在托管银行如何实现 QFII 保证金追加和获取必要

信息进行期货交易后的帐务处理等，提出报文配合方案, 

提交中国 SMPG 组。 

- 由该项目的主导理事机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汇丰银行），牵头联络主要的期货公司，SWIFT 协助对需要

报文配合的相关业务环节进行梳理和讨论。校验论证结果

后提交确认通过对该项目的推荐实务规范。 

- 由 SWIFT协助整理存档为中国 SMPG 规范性文件。 

 

六、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在结束了集体讨论后，钟咏苓女士对这次

会议的讨论成果作了进一步总结和分享。 

 

七、选举新任联席理事长及未来 SMPG发展计划 

1. 钟咏苓女士代表中国证券市场实务规范组宣布，根据会议前各

理事机构的投票情况和中国 SMPG 各位理事的讨论结果，随着

SMPG组织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未来将有更多的机构和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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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参与到组织中来，因此，将补选两名中国 SMPG（证券市场实

务工作组）理事长，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副处长范薇和中

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副处长陈振华同时当选。 

此外钟咏苓女士结合理事会讨论结果，向 SMPG 组提议： 

- 完善中国 SMPG 组织加入/退出机制，新/老成员机构填写加

入 SMPG 的书面意愿函，并明确指定联络人，承诺积极参与

SMPG活动，据此建立中国 SMPG组织成员机构名录，定期更

新。 

- 增补 SMPG 理事会机构席位，并根据不同类别证券机构的参

与程度，尽量兼顾理事机构对不同客户群和业务领域的代

表性和多样化。 

- 理事会讨论明确对理事和联席理事长的权责利及分工，完

善资格标准，提名选举办法，发展决策机制和未来 SMPG会

议主办机制等，形成书面制度向 SMPG通报。  

 

    最后中国农业银行副处长陈振华作为此次会议承办方的代表致

闭幕词。她对各机构成员对此次会议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表示了感

谢，对 SWIFT 组织对于推动国内外的市场参与者建立高效、安全的信

息交流平台，提高中国境内托管行业服务的规范性和工作处理的有效

性工作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农业银行作为理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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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SMPG 组织的工作，并将借助农业银行股改上市的

契机进一步加强同银行界各同业及金融界各位朋友紧密联系的意愿。 

                                                    

 

                              联合记录：农行和 SWIFT参会人员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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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参会人员名录 

姓名 单位 职务 

邓学智 中国证监会信息中心   

吴佳（Jasmine Wu） S.W.I.F.T.   

徐珺 S.W.I.F.T.   

袁灿棋 S.W.I.F.T.   

蔡金兴 S.W.I.F.T.   

秦宁 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数据中心 副总监 

钟咏苓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证券服务部 业务支援总经理 

黄昇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证券服务部 经理 

perry sun Citibank (China) Co., Ltd.    

Herman wan Citibank (China) Co., Ltd.    

范赟（Sherry, Fan Yun） 渣打银行证券托管部 营运和资产管理经理 

卢慧怡(Low Hooi Yee) 渣打银行证券托管部 高级经理 

范薇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 副处长 

王冰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   

张小路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   

丰雪芊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   

舒莉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   

魏淑英 中国银行托管与投资者服务部 主管 

朱文聪 中国银行托管与投资者服务部 经理 

郭振兴 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托管服务部 经理 

谢博文 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托管服务部 经理 

应同山 交通银行资产托管部 经理 

潘仕杰 交通银行资产托管部 项目管理 

刘文英 中信银行托管中心托管营运部 副总经理 

支垣鹏 中信银行托管中心托管营运部   

程婧 中国光大银行投资与托管业务部   

廖  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交收业务专员 

黄立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金虹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徐蓓（Vivian Xu） 中金公司   

孙爽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会计 

黄远远 中信证券股票销售交易部   

向辉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Deputy COO  

王雯毅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 部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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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本军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统规划部 项目经理 

余璐 华夏基金管理公司运作部 总经理助理 

杨东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QFII 交易主管 

鲍文革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史静欣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营运中心 处长 

冀燕民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境外资产托管

处 副处长 

陈振华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营运中心 副处长 

郝芫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营运中心   

俞淼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营运中心   

钟连城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 IT 

郑建利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 IT 

 

附录二：会议研讨项目主要发言纪录 

1. 资产管理公司人民币划款自动化项目 

在介绍了该项目的相关背景后，银华基金的孙爽通过 PPT 的展

示，对目前人民币划款的流程进行了介绍，并征询了南方基金代表鲍

文革先生及华夏基金代表余璐女士的意见，各方均表示目前手工处理

的方式仍存在数据格式不统一，数据传输及时性、安全性的问题。 

SWIFT亚太区标准专家袁灿棋先生介绍了 SWIFT协助人民银行推

行的 ISO20022 的采标工作和在人行二代支付系统 CNAPS 2 系统中对

ISO20022 的应用工作。 

交通银行的应同山介绍了国际间所有资金划拨/现金管理流程中

使用的报文，包括 MT103，920，900，910，941，942，940，950 等。

其中，MT900，910，941，942 用于日中处理使用，MT940，950 用于

日末处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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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卢慧怡及花旗银行 Perry sun 都对各自业务中使用

MT940，MT950 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SWIFT组织徐珺认为目前托管业内普遍使用的金手指系统市场占

有率高，如果能将其与划款指令系统结合，以 MT101 报文格式统一划

款指令，并在 FileAct 文件包中实现中文报文信息传递，将可以实现

划款指令自动化。但华夏基金余璐认为以金手指会计核算系统+恒生

划款系统功能结合是否是满足划款最优化的选择仍有待商议，特别是

在处理需要进行场外划款的新股申购等业务时，要考虑是否能够满足

其时效性的要求。 

    农行托管业务部营运中心副处长陈振华认为，金手指是一个会计

处理系统，由会计系统产生指令，不能满足其时效性的要求。 

光大银行的程婧谈到，托管行目前可以实现用金手指系统信息批

量进行资金网银划拨。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向辉对应于这个问题，认为在考虑

如何将投资信息传递到各参与方的问题上，不一定有唯一的解决方

式，要以更为开阔和多元化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此外，对于网银处

理资金汇出入只能确认汇出信息而不能确认汇到信息的结果仍表示

疑问。 

    工行资产托管部副处长范薇认为，解决划款指令自动化问题的核

心在于，各托管行能否实行统一的数据接口，MT101能否满足银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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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申购等业务要求，对于附加的相应附件，以何种形式添加，也尚

需规范。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经理王雯毅代表资产管理公司

机构发言，保险业的投资渠道广泛，业务类型多样，划款用途多样，

在实际的保险业务运用中需要用到的划款指令更为多样。 

对于 MT101 的具体格式： 

（1） 对于 M30域的执行时间，客户要求更为精确的时间，华夏基

金的余总提出能否精确到分钟。 

（2） 对于表头的 File creation date 能否精确到秒 

（3） 对于 MT101 中的附言部分，是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

托管行做进一步处理的；一类是不需要托管行处理，直接传

递给客户的指令 

（4） 对于 DOMAIN,FAMILY,SUBFAMILY INFORMATION 的统一规定 

（5） 对于新股申购等业务的“使用汉字/代码首字母”缩写 

2. 券商与 QFII及托管银行对账自动化项目 

    花旗银行 Perry sun 总结了和国内部分券商的前期研讨成果，

针对目前 QFII 业务中券商和托管行对账流程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

运用 MT940/MT535/MT515 实现自动对账的构想。 

    农行陈振华副处长认为，将信息传递由 EXCEL 形式转变为 SWIFT

形式更安全、高效，同时，如果券商可以使用 SWIFT形式传递信息，



                                                                                 

                                                                  
 

 14 

则问题会迎刃而解。但是，MT515 为实时性报文，而券商发送的数据

来源是来自交易日闭市后 CSDCC 提供的数据。因此，在操作的可行性

上也只能是实行批量处理，分笔实时处理的可行性不大。 

    汇丰的钟咏苓女士认为 SETTLE 的处理始终以 CSDCC 结果为准，

MT515 是与 QFII 客户确认交易 MATCH 的通知，不能替代 MT54X 的报

文使用。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文革认为，MT515只对控制风

险头寸，为风险控制提供帮助，对于实际的交收清算，并无实际作用。 

    中信证券的黄远远提到，由于不同客户要求不同，例如，有些国

外客户要求使用国外交收规则处理的报表形式，券商须在内部进行自

行转化。MT515是否可以满足所有客户的要求。 

    中金公司的徐蓓认为，在当日交易笔数较多时，MT515 因为报文

形式所限可能会导致券商翻阅不方便。另外，对于反映证券头寸的

MT535 来说，从形式上可能没有 EXCEL更为直观。 

    农行陈振华副处长认为，目前绝大多数托管行采用的金手指会计

系统只能记录全套子账户，尚没有设立台账的功能，MT515 可以代替

券商发给托管行的合并回报，但是不能满足金手指系统处理交易明细

数据的要求。 

    渣打卢慧怡认为发送 MT940/950给同一客户的不同券商，可能会

导致交易信息的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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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行范薇副处长认为给不同的券商发送相应的 MT535 是可行的。

券商是否愿意以 SWIFT 形式和托管行对账仍有待商议。 

    中金徐蓓认为，券商需要的只是一个最终数据，可能 MT941就能

满足日常需要，而 MT940 包含的若干条数据可能对券商的意义并不

大。并且 MT940包含信息量大，对于接受的系统要求也更高，券商从

上千条信息中寻找所需要的一个数据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农行的陈振华副处长认为，为了保证客户信息的私密性，针对不

同券商发送不同的 MT535可由设立不同套账实现，在技术上可行。 

3. 股指期货项目 

    华夏基金的余总和 S.W.I.F.T.组织蔡金兴认为在股指期货的交

易过程中，期货公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期货公司不参与到

SWIFT 系统中来，那么整个信息不能畅通地传递，所以首先是要求相

应的期货公司参与到 SWIFT的框架中来。 

    农行陈振华副处长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托管银行，QFII

客户及期货公司之间如何确认股指期货的投资业务流程，界定各方权

利、义务关系。对投资过程中各方如何传递信息，如：客户如何指令

托管行追加保证金，客户如何指令托管行进行交易/交收等需要进行

明确。此外，托管行需要研究如何对股指期货投资进行账务处理，以

更好地反映其收益状况。 

SWIFT 组织的吴佳高度评价了大家对各个议题的意见和建议。她



                                                                                 

                                                                  
 

 16 

认为，客户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我们现在所做的对于数据传输和

处理的所有标准化的推动都是来源于对客户的责任。SWIFT 组织将与

大家一起共同促进行业标准发展，为市场参与者搭建更为安全、高效

的信息交流平台，为客户提供更为规范和便捷的服务。对于 QFII 参

与股指期货的问题，吴佳认为，先期进行最基本的操作流程和规范的

讨论，可以为监管部门正式推出交易规则做好充分的准备。SWIFT 组

织建议大家在将来对上述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进一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