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6.28—2020.07.03 

威科先行金融合规实务每周精华 

 编辑推荐（1） 法律法规（19）  行政处罚一周概览（15）  监管动态（13）  专业文章（18） 

   编辑推荐    

 

 首发文章  

（1）  新三板表决权差异制度概览 

 

   法律法规    

1.  尚未生效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规范互联网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的通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保监发〔2020〕26 号] [2020.06.22 发布] [2020.10.01 实施] 

2. 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规定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06.23 发布] [2020.06.23 实施] 

3. 保险资金参与国债期货交易规定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06.23 发布] [2020.06.23 实施] 

4. 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办法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06.23 发布] [2020.06.23 实施] 

5.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关于 2019 年度深圳市金融科技专项奖复审工作的通知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06.23 发布] [2020.06.23 实施] 

6.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开展银行业保险业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工作的通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保监发〔2020〕27 号] [2020.06.23 发布] [2020.06.23 实施] 

7.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发行指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06.24 发布] [2020.06.24 实施] 

8.  尚未生效   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0〕第 6 号] [2020.06.24 发布] [2020.07.28 实施] 

https://law.wkinfo.com.cn/professional-articles/detail/NjAwMDAwNzYyOTY%3D?searchId=4f2ed634d8cf486780590ae98f02818d&index=15&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3MDU%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71&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3MzA%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62&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3Mjk%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61&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3Mjg%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60&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0OTI3Mjg%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56&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2NDY%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52&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0OTIzNTE%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46&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2NzY%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45&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9. 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0 年度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政部] [财金〔2020〕60 号] [2020.06.24 发布] [2020.06.24 实施]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处罚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0.06.24 发布] [2020.06.24 实施] 

11. 关于就五项挂牌公司定期报告格式准则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上海期货交易所] [2020.06.19 发布] [2020.06.19 实施] 

12.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纪律处分实施标准（试行）》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2020〕557 号] [2020.06.24 发布] [2020.06.24 实施] 

13.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保监发〔2020〕29 号] [2020.06.29 发布] [2020.06.29 实施]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部分征信服务收费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改价格〔2020〕1010 号] [2020.06.29 发布] [2020.06.29 实施] 

15. 中国银保监会消保局关于合理使用信用卡的消费提示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06.29 发布] [2020.06.29 实施] 

16. 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门金融管理局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的联合

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澳门金融管理局] [2020.06.29 发布] [2020.06.19 实施] 

17. 关于发布实施《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发行注册工作规程（2020 版）》有关事项的通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中市协发〔2020〕77 号] [2020.06.30 发布] [2020.06.30 实施] 

18. 关于发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发行注册工作规程（2020 版）》的公告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公告〔2020〕16 号] [2020.06.30 发布] 

[2020.07.01 实施] 

19. 关于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0.07.01 发布] [2020.07.01 实施] 

 

查看更多>> 

   行政处罚一周概览   

截止 7 月 03 日：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1MTI1MTk%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44&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2NTU%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41&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2NTQ%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32&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0OTIzMTI%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31&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3MzE%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27&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1MTQ1NjY%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26&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3MDE%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23&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3MDA%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22&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3MDA%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22&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Mzc3MDQ%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19&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1MTM2MzU%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15&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1MTQ0OTQ%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4&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wMTM1MTQ0OTQ%3D?searchId=98dbf9375db849d9a5557e975f8d6e26&index=4&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law.wkinfo.com.cn/m/financial-compliance/legislation/list?tip=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序号 当事人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内容 

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

日期 

1 

成 都支付 通新

信 息技术 服务

有限公司 

成银罚字

〔2020〕9 号 

违反《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

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 

对成都支付通新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处 

12 万元罚款。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 

 

序号 当事人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

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内容 

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

日期 

1 

中 国农业 银行

无锡分行 

(南银)罚字

〔2020〕第 18

号 

违反清算管理规定 

警告，并处罚款 50 万

元 

2020 年

6月17日 

2 

平安银行南通

分行 

(南银)罚字

〔2020〕第 19

号 

1. 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

务； 

2. 假币收缴程序不合规； 

未按规定报送账户资料和办理

结算业务。 

警告，并处罚款 54.4

万元 

2020 年

6月17日 

3 崔恒国 

(南银)罚字

〔2020〕第 19

号 

对反洗钱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 2 万元 

2020 年

6月17日 



4 褚菲菲 

(南银)罚字

〔2020〕第 19

号 

对反洗钱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 2 万元 

2020 年

6月17日 

5 

中国农业银行

南京分行 

(南银)罚字

〔2020〕第 20

号 

违反账户管理规定、未严格落实

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违规办理

出金 

警告，并处罚款 56.5

万元 

2020 年

6月17日 

6 

中国农业银行

苏州分行 

(南银)罚字

〔2020〕第 21

号 

未严格落实账户实名制管理和

转账管理规定、违反账户管理规

定 

警告，并处罚款 80 万

元 

2020 年

6月17日 

7 

苏州银行宿迁

分行 

(南银)罚字

〔2020〕第 22

号 

1.提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统计报

表； 

2.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

务； 

3.未按规定报送账户资料。 

警告，并处罚款 41 万

元 

2020 年

6月17日 

8 王海云 

(南银)罚字

〔2020〕第 22

号 

对反洗钱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 1 万元 

2020 年

6月17日 

9 费云波 

(南银)罚字

〔2020〕第 22

号 

对反洗钱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罚款 1 万元 

2020 年

6月17日 

 



 

 

银保监会共公布了 68 份行政处罚，以下挑选出处罚结果较为严重的案例供参考： 

 

行政处罚决

定书文号 

处罚机构 被处罚对象 处罚事由 处罚结果 处罚日期 

饶银保监罚

决〔2020〕

2 号 

中国银保监

会上饶监管

分局 

江西横峰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个人经营性贷款违规流

入房地产企业、向不符

合条件的借款人发放贷

款、以贷转存用于月末

冲时点 

罚款人民币 80 万元 

2020 年 6 月

23 日 

饶银保监罚

决〔2020〕

6 号 

中国银保监

会上饶监管

分局 

江西广信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虚报小微企业贷款数

据、向房地产开发企业

发放流动资金贷款、押

品管理不到位。 

罚款人民币 80 万元 

2020 年 6 月

23 日 

宁银保监罚

决〔2020〕

11 号 

中 国 银 保 监

会 宁 德 监 管

分局 

陈绍万 

对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内控管理不到位，

违规发放贷款形成不良

一案负有直接责任。 

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十一年 

2020 年 6 月

22 日 

惠银保监罚

决字〔2020〕

4 号 

中 国 银 保 监

会 惠 州 监 管

分局 

广东惠东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贷款业

务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

营规则 

罚款 80 万元 

2020 年 6 月

19 日 

清银保监罚 中 国 银 保 监 陈志生 挪用客户资金 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 2020 年 6 月



决字〔2020〕

2 号 

会 清 远 监 管

分局 

工作 19 日 

 

 

查看更多>> 

   监管动态    

1. 央行处罚新浪支付 1884 万元（2020.06.28） 

摘要：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近日公示了两则行政处罚信息：北京新浪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因为 9 项违法行

为被罚没合计约 1884 万元；时任北京新浪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边江被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35 万元。..….. 

2. 证监会对獐子岛公司案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2020. 06.28） 

摘要：近日，证监会依法对獐子岛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决定，对獐子岛公司给

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对 15 名责任人员处以 3 万元至 30 万元不等罚款，对 4 名主要责任人采取 5

年至终身市场禁入........ 

3. 央行：继续推动信用评级市场对内对外开放（2020. 06.28） 

摘要: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 2020 年征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2020 年征信工作要着力关注信

息主体权益保护工作，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强化征信信息安全。 会议明确要抓住战略机遇，推动地方征

信平台建........... 

4. 证监会对一起公安机关移送的内幕交易案作出处罚（2020. 06.28） 

摘要：近日，证监会依法对汪耀元、汪琤琤内幕交易“健康元”股票案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 36 亿余

元。 经查，在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鸿信行有限公司减持及转让健康元股份的内幕信息公

开前，汪耀元与..….. 

5. 银行获券商牌照传闻再起 证监会简要回应（2020.06.29） 

摘要： 6 月 27 日，媒体报道称据权威人士透露，近日有媒体报道，证监会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

或将从几大商业银行中选取至少两家试点设立券商。 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 6 月 28 日回应称，已关注到

媒体报道，证监........ 

6. 中国—奥地利签署财政合作框架协定（2020. 06.29） 

摘要：6 月 28 日，中国财政部刘昆部长与奥地利财政部格诺特·布吕梅尔（Gernot Blümel）部长签署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奥地利共和国财政部财政合作框架协定》（下称《框架协定》)。根据该《框架协定》.….. 

7. 全国股转、中证协对违规参与询价采取监管措施（2020. 06.29） 

摘要：全国股转公司网站消息，在 6 月 24 日的网下投资者报价中，全国股转公司与中国证券业协会发现了

个别违规报价、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浙江思考投资集团等管理的自营投资账户在参与艾融软件等 5 只股

http://law.wkinfo.com.cn/m/financial-compliance/administrative-punishment/list?tip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Y1MjI%3D?searchId=ddc400879a204b56b5e8ba23bf6417eb&index=32&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Y0Njg%3D?searchId=ddc400879a204b56b5e8ba23bf6417eb&index=31&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Y0NTg%3D?searchId=ddc400879a204b56b5e8ba23bf6417eb&index=29&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Y1OTA%3D?searchId=ddc400879a204b56b5e8ba23bf6417eb&index=24&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Y1ODg%3D?searchId=ddc400879a204b56b5e8ba23bf6417eb&index=23&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Y1NDQ%3D?searchId=ddc400879a204b56b5e8ba23bf6417eb&index=22&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https://law.wkinfo.com.cn/news/detail/NDAxMDAxNTY1MzQ%3D?searchId=ddc400879a204b56b5e8ba23bf6417eb&index=21&q=&module=financial-compliance


票网下询价中，...... 

8. 保监会消费提示：欠款或拖欠年费可能影响个人征信（2020. 06.30） 

摘要：日前，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根据信用卡业务的一些投诉热点和消费误区发布 2020 年第四号风

险提示提醒消费者：应正确认识信用卡功能，合理使用信用卡，树立科学消费观念，理性消费、适度透支。.….. 

9. 我国外债结构持续优化（2020. 06.30） 

摘要：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3 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 20946 亿美元，较去年末增长

373 亿美元，增幅为 1.8%。主要由银行货币与存款余额增长推动，体现为非居民机构存款和同业存放余额

的增加。….. 

10. 银行业内首张“网络安全”罚单 江南农商行被罚 30 万（2020. 07.01） 

摘要：近日，江苏银保监局开出的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显示，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络安全

工作严重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被罚款人民币 30 万元。..... 

11. 贵阳银行连收 10 张罚单 罚款近 300 万（2020. 07.01） 

摘要：银保监会网站 6 月 30 日发公布行政处罚信息，其中贵阳银行连收 10 张罚单，违规事项涉及存违规贷

款、挪用资金用于刚性兑付等行为，共计罚款 280 万元。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贵阳银行主要违法违规事

由包括：...... 

12. 央行决定 7 月 1 日起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2020. 07.01） 

摘要：中国政府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7 月 1 日起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其中，支农再贷款、

支小再贷款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调整后，3 个月、6 个月和 1 年期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利率分别为

1.95%、….. 

13. 银保监会规范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2020. 07.02） 

摘要：7 月 1 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试行）》（下称《评价办法》），

要求各级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 2019 年度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组织开展试评价，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

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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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模块！ 

   

为更好地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您的法律合规工作，欢迎填写使用反馈问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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