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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示 

 

►FSB（2019）发布了一份关于银行决议规划的专题报告。该报告是一系列同行评

审的一部分，旨在及时、一致地支持实施金融稳定委员会为金融机构制定的有效决议机

制，列出了有效决议机制的核心要素，使当局能够有序地解决金融机构的问题，而不让

纳税人蒙受损失，同时保持其重要经济职能的连贯性。 

 

►FSB（2019）根据 FSB章程和 FSB框架，加强对国际标准的遵守，定期接受同行

审查。为了履行这一责任，FSB制定了一个国家定期计划，并对其成员管辖区进行专题

同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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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稳定委员会发布银行决议规划的同行评审 

作者：金融稳定委员会，陈书菲编译 

导读：FSB发布了一份关于银行决议规划的专题报告。该报告旨在及时、一致地支持实施金融

稳定委员会为金融机构制定的有效决议机制，列出了有效决议机制的核心要素，使当局能够有序地

解决金融机构的问题，而不让纳税人蒙受损失，同时保持其重要经济职能的连贯性。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发布了一份关于银行决议规划的专题报告（Thematic Review 

on Bank Resolution Planning）。该报告是一系列同行评审的一部分，旨在及时、一

致地支持实施金融稳定委员会为金融机构制定的有效决议机制（Key Attributes of 

Effective Resolution Regim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关键举措（The Key 

Attributes）列出了有效决议机制的核心要素，使当局能够有序地解决金融机构的问题，

而不让纳税人蒙受损失，同时保持其重要经济职能的连贯性。 

同行审议评估了金融稳定委员会管辖范围内对关键举措和相关指南中规定的清算

计划标准的实施情况。它的重点是为所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银行制定决议方案，如果它

们倒闭，这些银行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或至关重要性（“系统性破产”）。 

同行审议发现，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大多数辖区都采用了银行决议规划框架，其中对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及其所在辖区的规划最为先进。接受决议计划的银行范

围差别很大，一些要求也往往不同（例如，决议计划审查的频率、数据报告和计划的内

容），特别是对于 G-SIBs 或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以外的银行。 

尽管到目前为止取得了进展，审查强调仍需进行重要工作，以确保银行的决议计划

能够充分实施，并提出了下列建议： 

（1）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司法管辖区采取进一步措施，通过和实施其决议规划架构。

这包括有权要求银行采取措施提高其可决议性；为执行决议战略制定规划；推进清算资

金和估值方面的工作；加强清算跨境合作和信息共享安排。报告中确定的没有决议规划

框架的司法管辖区，应在 2020年 6月之前向金融稳定委员会报告通过该框架所采取或

计划采取的行动。 

（2）金融稳定委员会承担起支持成员国当局为 G-SIBs以外可能出现系统性破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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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制定清算方案的工作。 

（3）金融稳定委员会将考虑与有关当局和其他机构合作，促进在加强合作和信息

共享安排方面分享银行决议规划的经验和做法，特别是为非 G-SIBs和非危机管理集团

（CMG）的 G-SIBs合作和信息共享。 

南非储备银行（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行长、FSB标准执行常务委员会（SCSI）

主席 Lesetja Kganyago 表示：“决议改革是解决‘大到不能倒’问题政策框架的关键

组成部分。同行审议的结果为监测事态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线，其建议将保持改革的势

头。”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决议办公室专员兼同业审议小组主席 Stefan Gannon 表示：

“近年来，金融稳定委员会各司法管辖区已采取重要措施，建立决议规划框架，并实施

清算策略。但成员国当局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仍需要做大量工作，以确保有效落实这一领

域的关键举措。” 

金融稳定委员会于 2010年开始一项定期的同行审查计划，包括专题审查和国别审

查。专题审查的目标是：鼓励一致的跨国家和跨部门执行，评估（在可能的情况下）标

准和政策达到预期效果的程度，并确定审查领域的差距和弱点，并对金融稳定委员会成

员可能采取的后续行动（包括制定新标准）提出建议。进行这些审查的目标和准则载于

同行审查手册（Handbook for Peer Reviews）。 

关于银行决议规划的同行评审是关于决议制度的第三次专题同行评审和 FSB进行

的第十四次专题审查。今天发布的报告描述了本次审查的结果，包括 FSB SCSI 讨论的

关键要素。报告草稿由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机构的专家小组编写，由金管局决议办公室

专员 Stefan Gannon领导。 

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国际层面协调国家金融当局和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制定和

促进为维护金融稳定而实施的有效监管和其他金融部门政策。它汇集了负责 24个国家

和司法管辖区、国际金融机构、由监管机构和监管者组成的特定行业国际组织以及中央

银行专家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还通过其六个区域协商小组与大约 70个其他司法管

辖区进行联系。 

FSB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监督副主席 Randal K.Quarles 担任主席，副主席是德

国中央银行行长 Klaas Knot。FSB秘书处位于瑞士巴塞尔，由国际清算银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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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www.fsb.org/2019/04/fsb-publishes-peer-review-on-bank-resolution-

planning/ 

作者单位：金融稳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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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银行决议规划的专题审查同行评审报告 

作者：金融稳定委员会，陈书菲编译 

导读：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制定了一个国家定期计划，并对其成员管辖区进行专题同行评

审。专题审查着重于 FSB成员在国际金融标准中的实施和效力，其标准制定机构和在 FSB内达成的

政策在一个对全球金融稳定至关重要的特定领域内进行。 

 

前言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成员司法管辖区已承诺，根据 FSB章程和 FSB 框架，加强

对国际标准的遵守，定期接受同行审查。为了履行这一责任，金融稳定委员会制定了一

个国家定期计划，并对其成员管辖区进行专题同行评审。 

专题审查着重于 FSB 成员在国际金融标准中的实施和效力，其标准制定机构和在 F

SB内达成的政策在一个对全球金融稳定至关重要的特定领域内进行。专题审查还可以

分析国际标准或政策尚不存在的对全球金融稳定至关重要的其他领域。审查的目标是鼓

励一致的跨国家和跨部门实施措施；评估（如有可能）标准和政策取得预期成果的程度；

确定审查领域的差距和弱点，并为 FSB 成员的潜在后续行动（包括通过制定新标准）提

出建议。 

本报告介绍了第三次同行对决议机制的审查结果，包括 FSB决议指导小组和 FSB标

准执行常设委员会（SCSI）讨论的关键要素。这是金融稳定委员会根据 2017 年 4月版

《金融稳定委员会同行评审手册》中规定的同行评审目标和指导方针进行的第十四次主

题评审。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同行评审的分析和结论反映了截至 2019年 1月的信息。 

SCSI的报告草案是由 Stefan Gannon（香港金融管理局）主持的一个小组编写的，

包括 Lori Bittner（美国货币监理处）、Nicola Brink（南非储备银行）、Mathieu Geo

rge（法国审慎和决议局）、Minke Gort（德意志银行）、Chris Gower（澳大利亚审慎监

管局）、Bruce Hickey（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Kathrin Lohmann（单一决议委员会）、

Mike Mercer（加拿大存款保险公司）、Thomas von Lüpke（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和 R

uth Walters（国际结算银行-金融稳定研究所）。Samuel Smith（截至 2018 年 11月）、

Karen Gallagher Teske（自 2018年 12月起）和 Costas Stephanou（FSB 秘书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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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提供支持，并协助编写同行评审报告。 

报告中使用的关键术语定义 

内部纾困机制（Bail-in） 

重组机制（无论何种标签），通过拆解、注销或终止股权，债务工具以及银行的其

他高级或次级无担保债务，实现决议中的损失吸收和银行资本重组以及过渡机构（bri

dge institution）的有效资本化。在决议中，将该等工具或负债（或其债权）的全部

或部分转换或交换为该银行、该银行的继承人（包括过渡机构）或该银行的母公司所发

行的股权或其他工具。 

银行（Bank） 

任何接受公众存款或可偿还资金的金融机构，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框架下被归类为

存款机构或该金融机构的控股公司。 

决议中的银行（Bank in resolution） 

正在行使决议权的银行。如果已经或正在对一家银行行使决议权，只要该银行仍受

决议机构采取的措施或以其他方式受决议机构控制，或仍在破产程序中，该银行就被视

为“在决议中”。 

过渡机构/银行（Bridge institution/bank） 

作为决议过程的一部分，临时接管和维护破产银行的某些资产、负债和业务的实体。 

合作协议（Cooperation agreement） 

国内和相关东道国当局之间需要参与规划和危机解决阶段的协议。 

危机管理小组（Crisis Management Group，CMG） 

由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本国和主要东道国当局组成的安排，目的是加强对影响公

司的跨境金融危机的准备，并促进其管理和解决。 

关键功能（Critical functions） 

银行为第三方开展的活动，如果失败将导致对实体经济运行和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

要的服务中断。 

关键共享服务（Critical shared services） 

由内部单位、集团内独立法律实体或外部提供者为集团的一个或多个业务单位或法

律实体执行的活动、职能或服务。如果破产，将导致关键职能的崩溃（或严重妨碍关键

职能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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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 

由国家当局指定为国内系统重要性的银行。 

国内银行（Domestic bank） 

总部设在当地管辖区的银行。 

提前终止权（Early termination rights） 

合约加速、终止或其他平仓权利（例如金融合约），包括交易违约权利，由银行交

易对手持有，可能在合约中规定的执行或信贷事件发生时触发。 

交换机制（Exchange mechanic） 

在业务层面促进被保释工具和债务减记和/或转换为权益的机制，包括在作出决议

后受影响证券的上市和交易处理、受影响债权人的通知以及向受影响债权人发行股权的

机制。 

金融合同（Financial contract） 

根据司法管辖区法律框架明确确定的任何合同。在终止和净额结算的情况下，在决

议和破产中受到明确处理。通常，金融合同包括证券买卖合同、衍生产品合同、商品合

同、回购协议以及类似合同或协议。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inancial market infrastructure，FMI） 

参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多边系统，包括该系统运营商，用于清算、结算或记录付款、

证券、衍生品或其他金融交易。它包括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机构、证券结算系统、

中央交易对手和交易存储库。 

FMI 交易媒介（FMI intermediary） 

为其他公司提供清算、支付、证券结算和/或托管服务，以方便公司直接或间接访

问 FMI的实体。 

外资银行（Foreign-owned bank） 

总部设在其他（外国）管辖区的银行的子公司或分行。 

集团（Group） 

母公司（可能是控股公司）及其直接和间接子公司，包括国内和国外。 

SIB 

由金融稳定委员会指定为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银行。 

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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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和控制一家或多家银行的经营性或非经营性公司。这个概念包括直接、中间和

最终控制。 

归属管辖权（Home jurisdiction） 

银行或金融集团的业务在合并基础上受到监督的管辖区。 

法律框架（Legal framework） 

一个司法管辖区的综合法律制度，由下列各项结合而建立：宪法；由对该司法管辖

区有权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主要立法；根据该司法管辖区的主要立法而通过的附属立法

（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例或规则）；或该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先例和法律程序。 

损失吸收能力（Loss-absorbing capacity） 

有助于银行（或部分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或有序清盘的资源，并避免需要用公共资

金进行纾困。 

多个入口点（Multiple point of entry）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协调行动的决议机构对集团不同部分行使决议权。 

非 CMG 东道国（Non-CMG host）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系统存在，但不参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CMG的司法管辖区

的当局。 

别的银行（Other banks） 

非 G-SIB 或 D-SIB的银行，但在破产时被视为潜在的系统性银行，或以其他方式进

行决议计划的银行。 

公共部门资助机制（Public sector backstop funding mechanism） 

对于每个司法管辖区，获授权在决议中向银行提供临时流动资金的公共部门主管当

局或机制，包括决议基金、存款保险基金、决议当局、中央银行及/或财政部（视情况

而定）。 

决议（Resolution） 

为实现 KA2.3中规定的法定决议目标，决议机关对符合进入决议条件的银行行使决

议权，尤其是 KA3中规定的决议权。决议权的行使可能包括或伴随着与该银行有关的破

产程序进行处置（例如，清算该银行的部分）。 

决议机构（Resolution authority） 

单独或与其他当局一起负责其管辖范围内设立的银行的决议（包括决议规划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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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当局。在适当情况下，本文件中提及的“决议机构”应理解为“清算机构”。 

决议计划（Resolution plan） 

为单个银行制定和维护的计划，旨在促进有效利用与银行有关的决议权，并保护关

键职能。 

决议机制（Resolution regime） 

法律框架的要素和有关决议规划、拟订、执行和协调决议的政策，包括决议权的应

用。 

可决议性评估（Resolvability assessment） 

根据银行破产对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评估决议策略的可行性及其

对银行的可信度。 

单入口点（Single point of entry） 

由一个国家决议机构对一个集团的高层行使决议权。 

监管者或者监管者机构（Supervisor or supervisory authority） 

负责监督或监督银行的机构。相关参考包括审慎和商业或市场行为监管人员。 

系统性重大或关键/系统性破产（Systemically significant or critical / sys

temic in failure） 

如果一家银行的破产可能导致对金融系统或实体经济运行至关重要的服务中断，那

么它在系统上就具有重大意义或关键性。 

价值评估（Valuation） 

与运用决议权有关或在运用决议权之前使用的程序，例如估计损失、确定减记、转

换率、和/或评估价值，价值指债权人和股东在反事实破产中为了保证 KA5 中“在清算

中没有更糟的债权人”的目的而收回的价值。 

缩写 

BRRD      银行复苏及决议指令（欧盟） 

BU        银行业联盟（欧盟） 

CBR       综合缓冲区规定（欧盟） 

CMG       危机管理小组 

CoAg      机构特定合作协议 

CRD       资本要求指令（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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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R       资本要求条例（欧盟） 

DFA       多德-弗兰克法案（美国） 

D-SIB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EU        欧盟  

FMI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FSB       金融稳定委员会 

G-SIB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G-SIFI    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ISDA      国际掉期业务及衍生投资工具协会 

KAs       金融机构（FSB）有效决议机制的关键属性 

LAC       损耗吸收能力 

LSI       非重要的机构（欧盟） 

MIS       管理信息系统 

MoU       谅解备忘录 

MPE       多入口点 

MREL      自有资金和合格债务的最低要求（欧盟） 

NCWO      没有比这更糟的债权人 

NRA       国家决议机构（欧盟） 

PIA       公共利益评估 

RCA       违约资本重整金额（RCA） 

RRP       复苏和决议计划 

RWAs      风险加权资产 

SCSI      标准执行常设委员会 

SI        重要机构（欧盟） 

SIFI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SPE       单入口点 

SRF       单一决议基金（欧盟/事业部） 

SRM       单一决议机制（欧盟/事业部） 

SRMR      单一决议机制法规（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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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AC      总损耗吸收能力 

UK        英国 

US        美国 

执行概要 

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大多数管辖区（但不是所有管辖区）都采用了决议方案规划框

架。16个司法管辖区（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所有本国当局）都有一个适当的程

序来为银行制定和维护清算方案和战略，如果银行破产（“系统性破产”），这些方案和

战略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或关键性。自 2016年专题同行审查以来，这 16个司法管辖区

中有 3个已引入了决议方案规划框架。其余 8个司法管辖区应优先引入一个决议规划框

架，因为这将有助于在其决议制度中有效使用权力和工具，并在适用时在跨国界的基础

上有效使用。 

决议计划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本国司法管辖区是最先进的。这些机构的本国当

局已经制定了决议战略（主要基于纾困），其中许多机构提出了对损失吸收能力（LAC）

的要求，并在解决可决议性障碍方面取得了进展。所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建立了危机

管理小组（CMG），除了五个小组外，还签署了机构特定合作协议（COAG）。全球系统重

要性银行（G-SIBs）的国内主管部门在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和其他相关银行

的决议方案规划方面也往往更为先进。在其他五个司法管辖区（巴西、香港、墨西哥、

俄罗斯、新加坡），当局也在为他们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决议规划，但鉴于最近

采用了各自的框架，多数情况下的工作还处于早期阶段。 

决议规划的恰当性包括调整需求的范围或强度，以及确定实现决议目标的决议战略

和工具。在范围上，一些司法管辖区需要对所有银行（欧盟、香港、墨西哥）的决议方

案进行规划，但计划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破产程序。其他仅适用于 G-SIB和/或 D-SIBS

（巴西、中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瑞士）。而少数司法管辖区遵循混合的方法，

例如涵盖资产规模超过一定规模的银行（美国）或其他可酌情处理的银行（加拿大）。

在强度方面，一些司法管辖区（如欧盟）明确规定了与决议方案规划相关的某些要求应

按比例适用，这些要求包括决议方案审查的频率、数据报告要求和计划的内容。除了 G

-SIBs和 D-SIBs（“其他银行”）之外，其他银行的这些要求往往变化最大，因为 D-SIB

s的决议方案规划工作（至少在 G-SIB的本国司法管辖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系

统重要性银行正在做什么。更广泛地说，许多当局的运作遵循的一般原则是，决议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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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具的选择不应超出实现决议目标所需的范围，并应与有关银行的性质相称。 

尽管迄今取得了进展，但仍有重要工作要确保决议方案能够全面实施。对全球系统

重要性银行而言，推进决议战略运作所需条件的工作是最先进的，包括指导、说明首选

决议战略在法律和运作上如何可行的运营计划、手册或行动手册以及模拟。然而，在确

保决议方案能够有效实施方面仍存在挑战，在决议资金、评估和制定有效的跨境合作和

信息共享安排等问题上总体进展相对较少。其他银行的决议方案规划工作通常处于早期

阶段，反映出目前国际社会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关注。 

随着当局将决议方案规划工作扩大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外，他们应该考虑如何

使现有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指导方针适应 D-SIBs 和其他银行。这是因为，虽然这些银行

通常不那么复杂，但它们在规模、业务活动、融资和所有权结构上的差异更大。决议方

案规划工作可能需要根据这些银行的概况进行调整，包括与之特别相关的主题。例如，

如果这些银行的决议策略是基于向过渡银行或第三方收购者转移资产和负债，那么计划

应涵盖业务转移的主题，例如确定潜在收购者、资产分离和建立数据库。 

执行概要的其余部分描述了同行审查涵盖的每个领域的主要调查结果，并在结论中

提出了解决已查明问题的建议。 

银行决议规划框架和可决议性评估权力（第二节） 

六个没有决议方案规划框架的司法管辖区（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沙特阿

拉伯、南非和土耳其）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改革，而其余两个司法管辖区（阿根廷和印

度）没有报告任何引入此类框架的计划。 

在整个司法管辖区（特别是其他银行）决议计划安排的范围和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差

异。在范围上，虽然司法管辖区使用了相似的因素来确定破产机构的系统重要性，但它

们对受决议计划约束的银行的范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强度方面，一些司法管辖区（尤

其是那些通过向所有银行或除 G/D-SIB以外的某些银行实施决议规划的司法管辖区）规

定了对某些要求的适当适用。 

银行通常向决议机构提供信息，以进行决议规划。在某些情况下（如加拿大、中国、

瑞士、美国），银行负责制定部分或全部决议方案。 

参与决议方案规划的大多数司法管辖区（16个司法管辖区中的 13个）也进行了决

议方案评估。12个司法管辖区的决议制度包括明确的权力，要求银行做出改变以提高

决议能力。只有两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该权力已在实践中运用，但一些其他司法管辖



 

 
 14 / 49 

No.201912 

 

区报告称，银行在与相关当局对话后做出了改变，但没有正式行使该权力。 

在 8个司法管辖区内，几乎所有司法管辖区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本国司法管

辖区，已经为所有需要进行决议规划的银行制定了决议计划。对于规模最大、系统性最

强的银行，在制定计划方面取得了大部分进展。 

有关部门正在披露越来越详细的有关决议框架和决议方法的一般信息，但针对银行

的信息披露有限。 

制订银行决议策略及计划（第三节） 

在执行决议计划的几乎所有司法管辖区，该过程包括识别银行的关键职能和关键共

享服务。 

这些机构使用一系列信息源进行决议计划，包括正常的监督程序、复苏计划、银行

制定的决议计划、公开信息和决议特定报告（固定提交要求和特别请求）。一些司法管

辖区的决议方案规划数据要求取决于银行的规模和复杂性。数据收集方面的挑战与规划

过程的成熟度有关。 

决议方案规划通常基于确定给定银行的单一（或首选）决议方案策略。适用破产制

度下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清算，是一些司法管辖区的决议策略之一。 

对于规模更大、更具系统性的银行（如 G-SIBs 和 D-SIBs），决议策略和工具的方

法通常集中于在进入决议方案时保持银行结构和业务的完整。司法管辖区的报告称，对

许多其他银行而言，主要重点是保持关键职能的连续性。 

迄今为止，决议策略的运作主要集中在大型银行的纾困策略上，而其他策略则处于

早期阶段。 

实际决议案例的经验仍然有限。所有报告的案件都涉及以某种形式使用转让权。决

议当局从这些案例中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包括及时获得银行数据，在无法实施首选战略

的情况下有必要制定替代战略或后备计划，以及在清算过程中需要足够的流动性。所有

情况下的一个共同教训是，执行决议的时间有限，因此需要在有关当局之间进行充分的

准备和协调工作。 

确保有效决议的措施（第四节） 

迄今为止，在应用政策解决日常决议方案规划工作中确定的可决议性障碍方面，各

个司法管辖区存在重大差异。 

对于 G-SIBs的外部总吸收亏损能力（TLAC）要求已在 6个司法管辖区实施，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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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IBs的本国（加拿大、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或在香港实施具有多重切入点（M

PE）决议策略的 G-SIB。根据自有资金和合格负债的最低要求（MREL）框架，欧盟所有

银行（包括 G-SIBs和 D-SIBs）也适用 LAC要求。执行 TLAC标准的其他方面（例如内

部 TLAC、披露要求和 TLAC 控股集团的规定）都没有那么先进。 

一些司法管辖区已对所有银行（银行联盟，香港，英国）采用了外部 LAC 要求，但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决议方案来确定数量和质量（所需的从属），另一些则仅适用

于 D-SIBs（加拿大、日本、瑞士），而另一些则不适用于这些银行（巴西、墨西哥、新

加坡、美国）。 

很少有司法管辖区依靠法律框架来对外国决议行动进行跨境认可。对于提前终止权

的临时居留，11个司法管辖区表示，他们将依靠合同承认，以确保在其决议框架下实

施的外国司法管辖区居留的可执行性。这包括大多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本国司法管

辖区，在这些司法管辖区通过 ISDA决议中止议定书和支持性法规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参与决议规划的所有司法管辖区均已或正在与银行合作，制定安排，以支持决议中

关键共享服务的业务连续性。最先进的司法管辖区是 G-SIBs的所在地。 

评估资金需求和在决议中确定资金来源的工作正在进行，但在许多情况下仍处于早

期阶段。许多司法管辖区（包括一些尚未参与决议规划的管辖区）拥有临时的公共部门

支持融资机制，可以为破产清算中的银行提供临时流动性。 

许多司法管辖区都在从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s）准入连续性方面的工作，但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还处于早期阶段，主要针对 G-SIBs。这些司法管辖区的工作包括制

定金融市场管理信息系统（FMIs），使银行在决议时能够接触到该系统，并由这些银行

制定应急计划。 

评估工作一般不如其他决议规划工作先进。只有少数几个司法管辖区（英国、美国、

银行业联盟）制定了概念框架，并规定了执行估值所需的信息，并在决议规划中予以考

虑。 

银行决议规划中的跨境合作（第五节） 

只有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的当局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以外的银行维持特定于决议

的跨境协调安排。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双边联系和非特定于决议的安排（如监督协会），

尽管这些论坛中的决议讨论程度不同。 

作为东道国参与 CMGs 或非 G-SIBs协调安排的 FSB管辖区报告称，参与有助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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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方决议方案规划。东道主确定了他们希望在 CMGs 和非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安排中

作为优先事项加以解决的各种问题，包括本地和集团决议计划之间的互动、决议中的本

国和东道国责任分配以及 LAC和 bail-in的运作。 

很少有司法管辖区报告在信息共享方面面临挑战。国内当局与 CMG东道国当局共享

决议方案和可决议性评估的程度各不相同，几个东道国司法管辖区报告称，他们发现获

得有关决议方案的更详细信息是有用的。 

只有 5 个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本国当局与非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东道国当局建立

了合作安排。尽管如此，少数非 CMG东道国 FSB管辖区报告称，它们需要更多关于在其

领土内运作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决议规划信息。这可能与同行审查的重点有关（因

此，将这一发现外推到非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东道国管辖区可能不合适），也可能与一些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东道国管辖区仍在制定其决议方案规划框架，并且还没有在必要

时与本国当局进行接触这一事实有关。 

建议 

根据上述同行审议的结果，金融稳定委员会本身或相关成员管辖区可就上述提出三

套建议。 

建议 1：进一步通过和实施决议规划框架 

金融稳定委员会辖下司法管辖区应采取以下行动，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要特点

及有关指引，采纳和实施其决议规划架构： 

a.采用决议规划框架，至少涵盖可能出现系统性破产的国内注册银行； 

b.采用可决议性评估框架，为决议规划提供信息，并授权要求银行采取措施提高可

决议性； 

c.继续致力于制定可操作的决议策略和计划，包括确定障碍并要求银行作出改变，

以提高其可决议性；制定行动手册，列出执行决议策略的操作步骤；推进清算资金和估

值工作； 

d.（本国当局）审查并进一步与东道国当局制定与决议有关的适当合作和信息共享

安排： 

i.对于受决议计划约束且在外国管辖区开展业务，对集团有重大影响的非全球系统

重要性银行； 

ii.对于在外国管辖区有系统存在但东道国当局未在 CMG上代表的全球系统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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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e.（本国当局）参与跨界的协调安排，对于非 CMG东道国，与本国当局就集团决议

战略进行接触。 

到 2020 年 6月，本报告中确定没有决议方案规划框架的司法管辖区应向金融稳定

委员会报告其已采取或计划采取的行动（包括实施时间表），以便采用此类框架。 

建议 2：为 G-SIBs 以外的银行提供决议方案规划支持 

金融稳定委员会将致力于支持成员国当局为其它可能出现系统性破产的银行（非 G

-SIBs）制定决议计划，这反映出它们的复杂性较低，而且可能需要根据恰当原则调整

决议计划。这些工作可包括： 

a.分享此类银行的决议计划的经验和教训； 

b.考虑如何调整金融稳定委员会对此类银行决议计划的现行指导意见中所列的预

期； 

c.针对与这些银行特别相关的专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例如制定更有可能被这些

实体选择的决议策略。 

建议 3：为决议规划问题加强跨境合作和信息共享 

金融稳定委员会将与有关当局和其他机构（视情况而定）合作，促进分享银行一般

决议规划经验和做法（例如通过有针对性的讲习班和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区域协商小组

进行的外联），以加强合作和信息共享安排，特别是对非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 CM

G本国管辖区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一、引言 

背景 

2011年 11月，金融稳定委员会发布了《金融机构有效决议机制的关键属性》（Key

 Attributes or KAs），作为一揽子政策措施的一部分，以应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

IFI）带来的道德风险。在戛纳峰会上，20国集团领导人通过了《关键属性》，确定了

适用于任何金融机构的有效决议机制的核心要素，这些金融机构在破产时可能具有系统

重要性或至关重要性。自 2011年以来，金融稳定委员会就关键属性的实施制定了进一

步的指导方针。 

决议制度已被确定为金融稳定委员会执行监测协调框架下的优先领域。因此，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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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委员会管辖范围内关键属性的实施必须通过定期进度报告和同行审查进行密切监

测和详细报告。为了确保及时有效地实施，金融稳定委员会同意在这一领域开展一系列

重复的同行审查。前两份评估报告分别于 2013年 4月和 2016年 3月公布，其中包括针

对金融稳定委员会管辖范围内执行漏洞和弱点的建议。本报告提出了关于决议制度的第

三次专题同行审查的结果和建议，重点是银行决议规划。 

审查的目标和范围 

本次同行审查的目的是评估金融稳定委员会管辖范围内对 KA11中规定的决议规划

标准以及与银行有关的相关指南的执行情况。鉴于决议规划和可决议性评估之间的联

系，本审查还包括将可决议性评估用于决议规划目的，以及要求更改公司业务惯例、结

构或组织以提高可决议性的权力，如 KA10所述。与关键属性一致，同行审查涵盖了所

有在国内注册的银行的决议方案规划，这些银行如果破产，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或关键

性（“系统性破产”），例如 G-SIBs、D-SIBs和任何其他可能出现系统性破产的银行，并

包括在管辖权级别的决议方案规划中。 

审查的目的并不是要评估是否符合关键属性或等级，而是要评估自第二次同行审查

以来的工作进展；评估决议规划实践（尤其关注 G-SIBs以外的银行）；突出银行清算规

划的实践和经验教训，包括实施方面的挑战；确定不同银行的决议规划在多大程度上反

映了比例考虑的程度；并找出各司法管辖区普遍存在的重大不一致或差距，并就解决这

些问题提出建议，以促进有效执行。 

审查的主要资料来源是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辖区对调查表的答复，包括对司法管辖

区澄清或补充信息的跟进。审查还利用了官方部门报告（例如 FSB国家同行审查和进度

报告）和与 FSB管辖范围内的决议制度有关的其他文件。审查小组还通过在金融稳定委

员会网站上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以及 2018年 10月在伦敦举行的行业圆桌会议，征求相

关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就决议方案规划方面的实施经验和挑战交换意见。 

在开展这项工作时，同行评审小组参考了 2016 年 10月金融稳定委员会银行业关键

属性评估方法中的基本标准和解释性说明，以评估决议计划框架与相关 KA 规定的一致

程度。但是，该小组没有评估管辖区是否符合 KA11 中规定的决议方案规划标准。 

报告的结构如下： 

第 2节审查了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管辖范围内采用（或计划采用）的决议规划和可决

议性评估框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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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节概述了第 2节确定的具有决议规划框架的司法管辖区制定银行决议战略和决

议计划方面的进展和挑战； 

第 4节描述了第 2节中确定的具有决议规划框架的司法管辖区确定和消除可决议性

障碍的决议规划行动； 

第 5节介绍了关于 G-SIBs和其他可能出现系统性破产的银行的决议规划的跨境合

作和信息共享安排。 

对于属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员（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的银行业联

盟管辖区，第 3节和第 4节通过描述单一决议委员会（SRB）和银行业联盟国家决议机

构，反映了责任的分配单一决议机制（SRM）（见原文方框 2了解详情）。 

原文附件 A参考了关键属性的相关规定，附件 B提供了 FSB辖区内金融机构缩写的

列表，附件 C至 J包含了支持报告分析的表格。 

二、银行决议规划框架和可决议性评估 

决议规划框架 

大多数金融稳定委员会辖区已采用决议规划框架。16个司法管辖区（包括全球系

统重要性银行的所有总部机构）都有一个决议方案规划程序，该程序涉及为系统性破产

的银行制定和维护清算方案和战略。这意味着自 2016 年 3月金融稳定委员会关于决议

制度的专题审查（以下简称“2016年专题审查”）以来，增加了三个司法管辖区。香港

在 2017年提出了决议规划和可决议性评估的要求。在巴西，当局利用监督权为 D-SIBs

制定决议方案，但尚未引入决议方案规划的法律框架。在新加坡，在 2016 年专题审查

时，已经通过使用监督权进行了决议方案规划，但该框架在 2017年正式化，引入了明

确的要求。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在其监管或危机管理活动中进行与清算有关的规划，但

不为可能出现系统性破产的银行制定或维持清算计划，也不为此目的与此类银行进行互

动。近年来进展有限，反映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司法管辖区内基本不变的法律和体制决议

框架。 

在一些（但不是所有）没有银行决议规划框架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辖区，正在进行引

入银行决议规划框架的改革（见原文附件 C）。在没有制定决议方案规划框架的 8个司

法管辖区中，有 6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它们正在进行或计划对其制度进行改革，以解

决这一差距。其中两个司法管辖区正处于较高级阶段，因为它们已经发表了立法草案并

开始了建立该框架的工作（南非）或已经发表了政策建议（韩国）。其他三个司法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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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改革仍在讨论之中。实施计划中的改革时间表

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改革似乎处于与 2016年专题审查报告

中所述类似的阶段。即使在通过和执行附件 C所述的计划改革之后，两个管辖区也不会

有一个进行决议规划或可决议性评估的框架，也不会有任何计划采用这种框架。 

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管辖范围内，决议规划的实施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关键属性》

（Key Attributes）规定，司法管辖区应制定一套持续的决议规划程序，至少涵盖那些

在国内注册的公司，如果它们倒闭，这些公司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或关键性。各司法管

辖区在规划要求方面采用了不同的框架。例如，框 1和框 2分别描述了美国和银行业联

盟的决议规划框架。 

专栏 1：美国的决议规划框架 

《多德-弗兰克法案》（DFA）第一章要求超过一定资产规模的银行控股公司（见表

1）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交决议方案。该计划必须描述该

公司在出现重大财务困境或公司破产时，根据破产法迅速有序地进行破产清算的策略，

同时大幅降低破产对美国金融稳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风险。这些计划必须提供与决议

规划和执行有关的大量信息，例如公司组织结构、核心业务线和关键职能、资本结构和

资金来源、支付、清算和结算系统以及跨境活动的信息。此外，FDIC 要求具有一定资

产规模的保险存款机构向 FDIC 提供类似信息。 

DFA 第二章设立了有序清算机构，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管理任何金融机构有序破

产的权力，如果这些金融机构的破产清算可能对金融体系构成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根据其第二章履行其决议权，除其他事项外，承担机构特定的决议计划，为美国最大的

金融机构制定战略，以减轻系统风险，同时不使纳税人蒙受损失，并提供退出决议过程

的可选择性。这些计划涉及关键业务的连续性、资金和符合关键属性及其附件标准的其

他事项。 

专栏 2：银行业联盟的决议规划框架 

在欧盟，根据银行复苏与决议指令（BRRD），只有一个单一的决议框架。在银行业

联盟（BU）内部，BRRD 和单一决议机制监管（SRMR）要求对所有银行进行决议计划。

银行业联盟中负责决议规划的机构可能因单个决议委员会（SRB）和每个参与成员国的

国家决议机构（NRAs）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外，决议计划的范围可能因银行而异。 

SRB 直接负责所有受欧洲中央银行（ECB）统一监管的重要机构（SIs）的银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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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决议计划。此外，只要在银行业联盟的一个以上管辖成员国建立了规模较小的机构

（LSIs），SRB 就涵盖了这些机构。截至 2017 年底，SRB 负责 BU127 家银行的决议规

划。NRAs 负责剩下的大约 5500 个 LSIs，这些 LSIs 只在银行联盟的一个管辖成员国建

立。 

主管当局将首先决定一家银行在破产时是否会被纳入决议或破产程序。这是通过应

用事前公共利益评估（PIA）来实现的，一旦银行被视为“破产或可能破产”，该评估将

重复进行。作为这一评估的一部分，SRB 或 NRA 核实国家破产程序是否能够在与使用

清算工具相同的程度上实现清算目标。决议的目标是：确保关键职能的连续性，避免对

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通过减少对公共支持的依赖来保护公共资金，保护存款担保计划，

保护客户资金和客户资产。 

如果 SRB 或 NRA 确定相关银行满足了 PIA，则在银行破产时，将对其应用决议权，

这意味着需要详细的清算计划，包括清算策略、清算工具、可决议性评估和识别决议障

碍。不符合 PIA 的银行将通过正常的破产程序进行清算。对于这些银行，决议计划可能

主要集中在需要安排以协助清算的事项上（即提供单一客户视图以使储户迅速付款）。 

对于 LSIs 或其他被认为对金融体系影响更有限的银行，SRB 和 NRAs 可以通过应

用“简化义务”，根据银行的规模和复杂性调整规划要求。“简化义务”可适用于决议计

划的内容和细节、更新频率计划和信息要求。 

 

决议计划要求的范围和强度 

决议规划的恰当性包括调整需求的范围或强度，以及确定实现决议目标的战略和工

具。决议规划要求可以在范围（即需要决议规划的银行范围）或强度（即要求的范围和

细节）方面进行调整，以便在适当情况下减轻监管负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许多当

局是根据一般原则运作的，即为个别银行选择的决议战略和工具不应超出实现决议目标

的必要范围，而应与有关银行的性质相称。在需要为众多银行进行清算规划的情况下，

这一点可能尤其重要。 

应接受决议计划的银行的范围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差别很大（见表 1和图 1-2）。

一些司法管辖区将决议计划适用于所有银行（欧盟、香港、墨西哥），其他司法管辖区

只适用于 G-SIBs和/或 DSIBs（巴西、中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瑞士），而少数

司法管辖区则采用混合方法，例如采用资产规模阈值，涵盖 G-SIBs和其他一些大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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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美国），或根据决议机构的需要，酌情将决议计划扩展至其他银行（如加拿大）。这

种范围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某些司法辖区，包括那些需要为所有银行制定决议

方案规划的司法管辖区，将破产程序视为其框架中的工具之一，而这些银行的计划性质

反映了这一点（见第 3节）。相比之下，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框架中不包括预期将在适用

的破产制度下清盘的银行。 

就力度而言，一些司法管辖区——尤其是那些通过对所有银行（如欧盟）实施决议

规划的司法管辖区——明确规定了某些要求的适当适用。这些包括，例如，决议计划审

查的频率、数据报告需求和决议计划的内容。除 G-SIBs和 D-SIBs外，这些要求往往差

别最大，因为 D-SIBs的决议规划工作（至少在 G-SIB的本国辖区内）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 G-SIBs 所做的工作。 

表 1：FSB管辖范围内的决议规划 

司法管辖区 G-SIBs D-SIBs 别的银行 

所有银行的决议计划 

SRM成员（法国，德国，意大

利，荷兰，西班牙），英国 

Yes Yes Yes（all） 

香港、墨西哥 N/A Yes Yes（all） 

为 G-SIBs、D-SIBs和其他特定银行制定决议计划 

美国 Yes N/A Yes（资产> 2500亿美元和某

些资产在 1000亿至 2500亿美

元之间的银行） 

加拿大 Yes Yes Yes（中型机构） 

仅 G-SIBs和 D-SIBs的决议方案规划 

瑞士 Yes Yes No 

日本 Yes 必要的

话 

No 

中国 Yes N/A No 

巴西、俄罗斯、新加坡 N/A Yes No 

 

图 1和图 2：截至 2017年底，FSB 辖区内的决议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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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一个图表显示了不同类型的银行，无论这些银行是总部设在国内还是外资所有，在

每个司法管辖区（按银行部门资产的比例计算）都需要进行决议规划。外资银行在其管辖范围

内未进行决议规划的，仍可在其本国管辖范围内进行决议规划。外资银行在欧盟司法管辖区的

分支机构，被假定不受国家决议机构的决议规划管辖。 

第二张图表显示了不同类型的总部设在当地的银行，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决议计划

的制约。该图还显示了各辖区内外国银行的子公司和分行，仅供比较之用。 

注意，这两幅图中的“银行业资产”均包括总部位于国内的银行的海外资产，因此可能无

法准确衡量国内银行业的规模，也无法完全与跨司法管辖区的规模进行比较，因为要进行两次

计算。 

截至 2017年 12月的数据，德国（2016 年 12 月）、日本（2017 年 9月）和美国（美国 G-S

IBs 的数据为 2018 年 3月）除外。 

资料来源：FSB同行审查问卷。 

决议计划安排 

有决议规划框架的 14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该框架是基于法律、法规、监管规则

或条例所规定的要求，而有 2个司法管辖区（巴西和加拿大）报告称，它们在没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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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情况下，按照惯例进行决议规划（见附件 D）。十个司法管辖区报告，决议计划

的内容在规则、指南或政策中有规定。 

负责决议计划的主要机构是监管机构、存款保险公司或单独的决议机构。参与决议

规划的大多数司法管辖区报告称，如果决议职能包含在具有更广泛职能的权力机构内，

则决议职能被组织在一个特定的单位内，尽管其中几个司法管辖区还报告称，该权力机

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提供专题和/或公司特有的专业知识。专门从事决议计划的工作

人员的数目差别很大，这反映了决议计划的进展程度、组织结构和在特定管辖范围内执

行决议计划的银行数目。一些司法管辖区强调，决议当局必须具备足够的资源和专业知

识，以制定有效和可行的决议计划。 

银行通常为决议规划的目的向决议当局提供信息（见第 3节），但在某些情况下（如

加拿大、中国、瑞士、美国），银行负责制定部分或全部决议计划。监督当局（当它们

不同于决议当局时）也在决议规划中发挥作用，尽管这种作用的性质在不同的管辖范围

内有所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如日本、美国）监管机构参与决议计划的制定或审查。在

其他情况下（例如银行联盟成员、香港、英国），当局会就制订决议计划咨询监管当局。 

在几乎所有从事决议计划的司法管辖区，决议计划每年或在银行发生重大变化时进

行审查。墨西哥是一个例外，在那里，决议计划在必要时进行审查，但不是按照法定的

时间表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决议计划完全由有关当局内的工作人员（高级管理人员

或部门主管）拟订和审查。但是，有三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外部专家正在或已经协助

起草或审查决议计划。 

可决议性评估和要求变更以提高可决议性的权力 

参与决议规划的大多数司法管辖区（16个司法管辖区中有 13个）也进行了可决议

性评估。在其中 12个司法管辖区，法律、法规、监督规则或条例规定了进行可决议性

评估的权力，但加拿大例外，在加拿大可决议性评估是作为惯例进行的。需要进行可决

议性评估的银行的范围与需要进行可决议性规划的银行相同，加拿大除外（对 G-SIBs

和 D-SIBs进行可决议性评估，但对其他接受决议计划的银行不进行可决议性评估）。 

9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可决议性评估所涵盖的方面已在规则、指引或政策中列出，

而 4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可决议性评估是根据关键属性进行的（见附件 E）。 

12个司法管辖区的决议机制包括一项明确的权力，即决议机构有权要求银行在必

要时做出改变，以提高其可决议性。八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银行有权就要求变更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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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使进行审查或上诉。两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要求银行变更的权力在实践中得到了

运用。在一个案例中，一家银行被指示采取措施，消除由于业务依赖和吸收亏损能力不

足而对可决议性造成的障碍。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家银行受命采取措施，改善其对法人

实体合理化的标准，并将其关键服务的映射纳入其对法人实体合理化的努力中。其他一

些司法管辖区报告称，在没有正式行使权力的情况下与有关当局进行对话后，公司已作

出改变，以提高可决议性。 

决议规划现状 

在执行决议计划的 16个司法管辖区中，有一半地区已为所有需要进行决议计划的

银行制定了截至 2017年底的首次决议计划（见图 3和图 4）。这些信息提供了关于银行

特定决议规划所取得进展的基本衡量标准。在 8个司法管辖区，已为所有（或基本上所

有）在适用框架下需要进行决议规划的银行制定了决议计划。几乎所有这些司法管辖区

都是 G-SIBs 的总部。这些司法管辖区所取得的进展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其中一些地区

也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因此有动力迅速调整其法律框架，并开始

为系统性银行制定决议方案。 

在实施决议计划的两个司法管辖区，截至 2017 年底，几乎没有制定针对银行的决

议计划。就香港而言，这是因为这些要求是最近才随着决议制度的改革而提出的，而决

议当局现在正开始制订这些计划。就墨西哥而言，已为 48家银行中的 13家制定了决议

计划，这些银行需要进行决议计划。 

对于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的银行，在制定决议计划方面取得了大部分进展。在所

有金融稳定委员会司法管辖区的总体层面上，已为占所有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资产 95%左

右的银行制定了第一轮决议计划。这包括所有 G-SIBs、D-SIBs（约占所有 D-SIBs资产

负债表资产的 94%），以及其他银行（约占其他受决议计划约束的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

总额的 80%）。如果按照受决议计划约束的银行数量来衡量，这些百分比要小得多。鉴

于在某些管辖区（如欧盟成员国），所有银行都需要制定决议方案计划。 

图 3和图 4：截至 2017年底，金融稳定委员会辖区内的决议规划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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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表只显示了参与决议计划的司法管辖区，以及受决议计划制约的司法管辖区内的相

关银行。制定决议计划意味着（至少）在 2017 年底制定了决议计划的第一次迭代。图表没有区

分为总部设在国内的银行和外资银行制定的决议方案。对许多较小银行而言，决议计划涉及的

计划是基于适用破产制度下的程序作为首选的清算策略。各银行业联盟成员国（法国、德国、

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的数据显示，两家银行均须接受单一决议委员会（SRB）的决议规划和

国家决议局的决议规划。SRB 的数据（包括来自所有银行业联盟成员国的银行，而不仅仅是 FS

B辖区的银行）分别显示在两个图表中，以供参考。 

注意，图 3中的“银行资产”包括总部设在国内的银行的外国资产，由于对这些银行的外

国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资产进行了双重计算，因此可能无法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完全进行比较。 

截至 2017年 12月的数据，日本（2017 年 9月）和美国（美国 G-SIBs 的数据为 2018 年 3

月）除外。 

资料来源：FSB同行审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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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披露 

有关部门正在披露越来越详细的有关决议框架和决议方法的一般信息，但针对银行

的信息披露有限。12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当局对决议计划和/或可决议性评估进行了

一般性（即非公司特定的）公开披露。三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当局对决议计划和/或

决议能力评估进行了具体的公开披露。七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银行对决议计划和/或

可决议性评估进行特定机构的公开披露。 

当局所作的一般披露集中于决议框架、当局对决议规划的方法和决议战略的选择。

例如，在香港和英国，这些披露通常与政策制定过程有关。在美国，一般披露与政策制

定有关，但也纳入决议规划过程，在这方面，一般遵循计划提交和审查的周期。一些当

局还公布了关于可决议性评估框架的信息。例如，在银行业联盟、香港和英国，有关可

决议性评估框架的信息包含在可决议性规划方法或指南文件中。 

银行特定披露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在美国，法律要求公司在其标题一的决议计划中

准备一个公开部分，告知公众根据美国破产法对公司的决议策略的理解。这些公共部分

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包括银行采取了措施以改善可决议性；集团内的财务和运营信息互

联性；该公司的流动性资源和吸收损失的能力；以及公司在决议过程中对每个重大实体

的战略，以及在决议过程完成后对组织的描述。在英国，英国央行（BoE）公布了英国

G-SIBs和 D-SIBs吸收亏损的指示性能力要求。企业自身针对银行的披露一般集中于 T

LAC和 MREL 要求（见第 4节）。一些 G-SIBs也自愿披露了当局的决议策略，但很少披

露它们在可决议性方面采取的措施。 

三、制定银行决议策略和计划 

关键功能和关键共享服务 

在几乎所有进行决议规划的司法管辖区，决议过程包括确定银行的关键职能和关键

的共享服务。在 16个司法管辖区中的 15个（俄罗斯除外），作为决议规划过程的一部

分，银行的决议战略是通过确定关键职能来制定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信息是由当局

自己识别的（中国、墨西哥），而在其他情况下，银行进行初步识别，随后由当局进行

评估（银行业联盟、加拿大、香港、日本、新加坡、瑞士、英国、美国）。在这些司法

管辖区中有 15个确定了关键的共享服务（俄罗斯除外），这些服务经常用于确保决议中

业务连续性的工作（见第 4节）。 

各司法管辖区在确定银行的关键职能和关键共享服务方面，强调了一些共同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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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包括： 

确保足够的数据可用性、质量和可靠性（完整性），因为信息的汇总水平有时可能

会造成误导，并导致关键功能的错误确定； 

避免复苏和决议计划中所确定的关键职能之间的不一致，因为这有可能损害决议计

划的效力； 

考虑到银行和管辖权的特殊性，制定适当的（定性的）标准，以帮助确定关键职能； 

确定应在何种程度上评估关键职能和共享服务中断的影响（例如在集团级别或实体

级别）； 

充分考虑到本国管辖范围内职能的重要性。 

决议计划数据要求 

从事决议规划的当局使用一系列的信息源。这包括在正常监管过程中收集的监管信

息（这是中国的主要信息来源）；公司的复苏计划；公开的信息；特定于决议的报告，

包括固定提交要求和特别信息请求。大多数司法管辖区使用这些信息源的组合（例如银

行业联盟、巴西、香港、日本、墨西哥、新加坡、英国）。在加拿大、瑞士和美国，银

行编制的决议计划中的信息也被用作决议计划的基础。 

所有从事决议规划的当局都专门为此目的从银行收集信息。数据的级别和类型因管

辖范围的不同而异，从一般监督信息到特定的请求（例如模板）和提交复苏或决议计划

的要求。后者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一般监督信息可能无法提供所需的具体程度（例如，

法律实体层面的信息）。 

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决议规划数据的要求是根据银行的规模和复杂性来确定的。所

有 G-SIBs和 D-SIBs必须提供运营、结构和财务报告，作为一般监管提交文件的一部分

或通过特殊信息请求。一些当局，如 SRB，要求所有银行集团完成特定模板，以收集决

议方案信息。一些司法管辖区（如银行联盟和英国）内其他银行的数据要求由决议机构

进行调整，以反映其特点和因其破产而产生的更有限影响（例如，使用简化模板或针对

较小银行的模板，对所需数据的限制）。为决议而提交信息所需的频率各不相同，包括

在适当程度方面。例如，银行联盟、中国和日本可能每年都需要信息；香港至少每两年

就要求一次信息；而英国则要求每五年提交一份简化报告义务的银行决议信息包（然而，

英国希望企业能够在必要时每年提交此类信息包）。 

收集数据方面的挑战因管辖范围而异，并与决议规划过程的成熟程度有关。随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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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方案规划经验的增加，对数据的要求也在演变，现在更着重于加强规划过程的具体需

要和事实。一些司法管辖区，包括一些具有较成熟的决议框架的管辖区，注意到有必要

明确界定和传达信息需求和期望。在银行业联盟，标准化模板正被用于解决这一问题，

某些银行已成立专门小组，准备提交文件并向决议机构报告。对于那些缺乏建立专门的

决议方案规划团队的业务能力的非 G-SIBs来说，这被视为一个特别的挑战。其他几个

司法管辖区注意到，需要加强管理信息系统（MIS）、技术和报告实践，以提供相关数据

或信息，例如以法人为基础。 

决议策略和决议工具的选择 

决议计划通常基于对给定银行的单一（或首选）决议策略的识别。一些司法管辖区

的决议当局公布了根据具体考虑和标准确定适当决议策略的方法（见英国专栏 3）。在

其他一些情况下，当局还寻求通过确定替代战略，并确保银行的结构和组织不会妨碍这

些战略的实施，以确保在首选战略无法实施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灵活运用不同的决议战

略。 

决议策略和决议工具的选择通常取决于银行的类型、规模、复杂性和重要性。大多

数司法管辖区报告的考虑事项与银行的特征（即结构、互联性）、破产时的清算目标和

情况有关。特别考虑到公司的系统性和诸如银行结构、关键职能和地域范围等因素。恰

当原则（选择的工具不应超出实现预期目标所需的范围）也可能导致决议机构针对规模

较小、而非规模较大（且最具系统性）的银行，采取不同的决议策略和工具。 

迄今为止，对于规模更大、更具系统性的银行（如 G-SIBs和 D-SIBs）而言，决议

策略和工具的方法一般集中于进行决议方案时保持银行结构和业务的完整。许多此类银

行的复杂性和跨境性质，使得它们很难使用旨在解决问题时将银行拆分的决议策略（尽

管这仍可能是决议行动后任何重组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G-SIBs和大多数 D-SIB

s更倾向于单一进入点（SPE）与内部纾困相结合，因为这使得决议机构能够通过保持

运营子公司的运营，稳定公司并保证其关键职能的连续性。 

司法管辖区的报告称，对许多其他银行而言，主要重点是保持关键职能的连续性。

这些银行的关键职能通常较少，结构和业务也不那么复杂。因此，这些银行更有可能考

虑将某些资产和负债（即继续提供关键职能所需的资产和负债）转让给第三方收购者或

过渡银行的决议战略和工具。这种转移策略可能伴随着对银行剩余部分的有序清盘或清

算，以及或与内部纾困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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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应用破产制度是一项潜在的决议策略。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

对于司法管辖区，决议计划适用于所有银行（见第二节），破产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清

算和清盘）是首选或违约策略，前提是此类程序不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也不会对其

他决议目标造成风险。在选择这一战略时，十个司法管辖区考虑了世行的系统重要性，

包括它是否提供关键职能。其他目标包括有必要保护储户，并确保破产程序不会对金融

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就银行业联盟而言，这一策略适用于不符合公共利益测试的银行。

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这一类别包括 LSIs管辖下的绝大多数银行，而不是 SRB。对于

英国规模最小的银行而言，破产加上转移或支付保险存款也是首选的决议策略。 

在大多数情况下，退出策略是决议方案的一部分，并且依赖于所使用的工具。12

个司法管辖区指出，决议计划包括退出策略。G-SIBs 决议计划尤其如此。在内部纾困

的情况下，退出策略将取决于潜在重组期权的范围和性质（有序清盘、出售/剥离、消

除风险等），并包括对期权进行排序的高水平时间框架。在使用转移和过渡银行工具的

情况下，退出一般是通过将业务转让给第三方收购方来实现的。在一些决议计划尚处于

早期阶段的情况下（例如巴西），尚未确定退出战略。 

专栏 3：英国决定决议策略的方法 

英国的决议框架包括法定目标和权力，允许当局采取行动（如果必要的话，在一家

银行破产之前），以尽量减少银行破产对金融稳定造成的更广泛后果，并确保人们对金

融体系的信心。按照 BRRD，在将一家银行提交决议之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监管者

必须确定该银行“破产或可能破产”，英格兰银行（BOE）必须确定不可能采取任何其

他措施来防止破产。一旦这些条件得到满足，英国央行还必须确认决议符合法定目标，

符合公众利益。在进行评估时，英国央行必须考虑，决议目标能否通过破产程序得到同

等程度的满足。 

英国央行预计，企业将采取三种决议策略之一，如下表所示。 

清算工具 适用情况 理由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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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纾困 英国最大最复杂的公

司 

指示性资产负债表规

模为 150-250亿英镑 

适用于英国 G-SIBs

和 D-SIBs 等多家中

型企业 

英国央行认识到，对大型

企业而言，出售资产可能

是不可行的 

大多数英国最大的公司都

拥有复杂且高度相互关联

的法律和运营结构 

使公司能够进行资本

重组 

延迟立即需要为其业

务寻找另一个买家或

分割业务 

部分转移 符合公众利益测试的

中小型公司使用决议

工具 

适用于提供大量交易银行

服务或其他关键功能的公

司，并可将其出售给其他

公司 

在转手之前，将优先

存款（按债权人等级

划分）转移给私营部

门的买家，或暂时转

移给过渡性银行 

破产程序适用于公司

剩余未转让的部分 

破产 符合公众利益测试的

中小型公司使用决议

工具 

公司的规模和复杂性不足

以证明使用清算工具的合

理性 

适用破产程序 

在受保护的储户付款

或账户转移到另一家

机构后，企业和资产

被出售或清盘 

 

促进决议战略执行的行动 

迄今为止，实施决议策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针对大型银行的内部纾困策略上，其它

策略尚处于早期阶段。在一些司法管辖区，决议规划框架要求制定一项业务计划，以证

明优选战略在法律上和业务上是可行的。在许多情况下，这包括行动手册的制定。多个

司法管辖区正就决议策略的运作提供指引或内部指引，包括监管审批、过渡银行许可证、

实施内部纾困（包括相关的估值及补偿安排），以及沟通安排。当局亦透过工作小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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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工作小组讨论以下课题：（i）实施内部纾困的运作步骤及参与者；（ii）与债务有

关的问题；（iii）建立具体程序和交换机制。一个司法管辖区（英国）注意到，就内部

纾困而言，无论银行的规模如何，相关的筹备步骤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在跨境案例中，

如果需要与金融信息系统和不同司法管辖区和时区的当局协调，相关的准备步骤要复杂

得多。一般而言，当局表示，仍需做大量工作，以确保可以可靠地执行纾困策略，包括

制定评估框架，以通知和支持纾困的应用，暂停或取消证券上市的程序，以及转让治理

和控制权等工作。对于专注于整个业务销售或资产和负债转移（包括资产管理工具的使

用）的决议策略的操作，通常处于早期阶段，即使在决议规划更为先进的司法管辖区也

是如此。这并不奇怪，因为决议当局最初将重点放在 G-SIBs的决议规划上，而对 G-SI

BS的纾困是决议战略的核心。 

决议模拟已经在包括银行联盟（SRB）、加拿大、墨西哥、荷兰和英国在内的一些司

法管辖区进行。除其他事项外，这些活动包括为涉及破产的清算计划支付保险存款；在

选择措施时确定任何适用的“最低成本”规则；以及决议前的准备工作。在加拿大，已

在当局的董事会一级进行模拟，以测试决策和机构间合作（包括 D-SIBs和中型银行），

并已与专业服务公司作出备用安排，以便在几个关键领域向当局提供业务上的协助。一

些不参与决议方案规划的其他司法管辖区进行了危机管理模拟，考虑了与决议有关的方

面，例如转移权的实施。 

在一般层面，执行决议战略的主要业务挑战或障碍包括：保持银行在决议中对关键

金融管理信息系统的访问权；确保共享服务公司的金融弹性；提前终止条款；建立必要

的信息系统和能力，以生成支持战略执行所需的信息。其他挑战包括：数据可用性；在

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协调的同时，执行实施内部纾困所需步骤的时间限制；满足披露

要求。某些类型的银行也可能带来特定的挑战，特别是那些具有不同法律或所有权特征

的银行，它们可能在执行决议战略时带来额外的复杂性（例如国有银行、金融集团和合

作银行）。一个司法管辖区（荷兰）指出，转让战略的可行性取决于决议时可用资产的

质量。 

经验教训 

司法管辖区根据其执行决议规划的经验，报告了正面和负面因素。确定成功的关键

因素包括银行对决议方案和可决议性问题的参与程度和理解程度（G-SIBs往往更高）；

为设定决议规划预期而向银行发布指导意见和直接反馈；从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使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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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能够运行（例如，在确定关键职能方面）；以及本国和东道国当局之间的合作水平。

确定的一些挑战涉及：由于数据共享和质量问题而难以验证、分析和交叉检查提交模板

中的信息；在跨权限和司法管辖区交换与决议有关的信息方面的法律限制；对银行某些

决议工具的适用性的限制。除 G-SIBs外，考虑到其更广泛的所有权和金融结构，并在

尚未获得指导的领域（有些司法管辖区在制定政策的同时制定实际规划）执行决议方案

规划。 

实际决议案例的经验仍然有限。截至 2017年底，三个司法管辖区共报告了 6起清

盘案件（不包括涉及破产程序的案件）。在其中的 5个案例中，在该银行倒闭时，没有

制定任何清算方案。报告的案例包括：一家 D-SIB，其中业务的出售是在减记和转换资

本工具之后选择的；四家中型银行，采用清盘（以过渡银行和资产管理工具的形式），

以避免与它们的共同破产有关的任何溢出；一家小银行通过出售业务和一家过渡银行合

并（后来被出售）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决议当局从这些案例中吸取的教训包括： 

及时获得有关银行负债的详细数据对于准确了解决议点的情况并使决议当局采取

适当行动至关重要； 

国内外相关监管和决议机构之间的合作是关键，即使对非 G-SIBs也是如此； 

如所选择的策略不能实施，建议采用其他策略或后备计划； 

需要确保银行在决议中有足够的流动性。 

在所有情况下的一个共同教训是，执行决议行动的时间有限，因此需要进行充分的

筹备工作和当局之间的协调。 

 

四、决议计划行动，以确定和消除可决议性障碍 

金融稳定委员会已经确定了一些可决议性障碍，这些障碍需要通过实施政策来解

决，这些政策既支持相关领域的决议计划，也为决议计划提供信息（例如，吸收损失能

力、决议行动的跨境可执行性、业务连续性、决议中的临时资金、获得金融稳定机构的

连续性，以及估值能力）。迄今为止，各司法管辖区在决议方案规划过程中对这些领域

的参与程度存在重大差异，反映出司法管辖区在其规划工作中处于不同的进展阶段。因

此，一些司法管辖区尚未在其日常决议方案规划工作中应用这些政策。本节介绍司法管

辖区在这些领域实施正式政策的进展情况，以及在可行的情况下如何在决议方案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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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这些政策。 

吸收损失能力 

金融稳定委员会的 TLAC标准规定了 G-SIBs应具备的工具和责任的最低要求，以使

当局能够有序地执行决议。根据决议战略，将向其应用决议工具的实体预计将保持外部

吸收亏损和资本重组能力（外部 TLAC），并在正常时期在其重要子集团或子公司预先安

排一部分（内部 TLAC）。其余部分（剩余的 TLAC）应随时向决议实体提供，以便在需要

时对子公司进行资本重组。预计在 2015年底前（此后将继续指定）由 FSB 确定的 G-SI

Bs将从 2019 年 1月 1日起遵守 FSB的 TLAC标准。 

一些司法管辖区已经为 G-SIBs制定了外部 TLAC 要求，但 TLAC标准的其他方面的

执行仍然参差不齐。外部 TLAC的要求已经在六个管辖区内完成，这些管辖区要么是 G-

SIB（加拿大，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的所在地，要么是拥有 MPE决议策略（香港）

的 G-SIB，而提案已经发布在银行联盟。在中国还没有发布任何政策建议，这需要一个

较长的符合期。 

内部 TLAC 的实施处于较早的阶段，只有两个司法管辖区（英国和美国）最终确定

了内部 TLAC 的要求。银行业联盟已经发布了政策建议，而 G-SIBs的几个东道国（如巴

西、墨西哥、新加坡）仍在考虑如何设置内部 TLAC 要求。TLAC标准的其他方面，如披

露要求和有关 TLAC所持 G-SIB股份的规定，实施起来并不那么先进，只有两个司法管

辖区（香港和瑞士）有最终规定。 

各司法管辖区就是否为 G-SIBs以外的银行引入外部 LAC要求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见

专栏 4和附件 F）。在欧盟成员国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辖区内，SRMR/BRRD下的 MREL要求

适用于所有银行，并已作为决议规划的一部分应用于 SRB管辖范围内的银行。对于个别

银行联盟决议当局职权范围内的其他银行，正在制定政策，以确定针对其决议战略的 M

REL要求。加拿大已经确定了 2018年生效的 LAC要求，并将适用于 D-SIBs（以及加拿

大 G-SIB）。香港的 LAC 规则于 2018年 12月生效，允许对任何本地注册银行（至少有

港币 3000亿元的综合资产）征收 LAC要求，其优先决议策略考虑应用稳定工具（例如

内部纾困、过渡银行、转移等）。截至 2019年 1月，瑞士已向其所有 D-SIB 施加 LAC要

求。日本将 TLAC要求扩展至其一个 D-SIB。在美国，TLAC仅适用于 G-SIBs。在其他参

与决议方案规划的司法管辖区（如巴西、墨西哥、新加坡），没有作为决议方案规划一

部分的外部 LAC要求，但在某些情况下，内部 TLAC 要求是为 G-SIB的主要本国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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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 

LAC与决议规划和战略之间的关系也因管辖范围的不同而不同。一些司法管辖区认

为，所需的外部 LAC金额并不取决于特定银行的决议策略（例如美国）。在其他司法管

辖区，确定本地 LAC要求是决议规划过程的一部分（例如，英国、香港、银行业联盟），

这些司法管辖区已引入机制，根据决议战略调整 G-SIBs和其他银行的 LAC 金额。银行

业联盟打算调整其 LAC要求，使其达到足以支持所选择的决议战略和工具的水平。但是，

在决定 G-SIBs 决议计划中的 LAC时，TLAC标准被用作一个基准。由于存在可决议性障

碍，LAC要求可能会向上调整。在银行业联盟和英国，考虑到资产或企业转移等特定决

议工具的使用，在一定范围内，向下调整也是可能的。对于清算是首选决议策略的银行，

司法管辖区要么没有强制实施特定要求（香港），要么将 LAC设定为决议计划中监管资

本金要求的水平（英国、银行业联盟）。在英国，所有采用“内部纾困”作为优先决议

策略的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 LAC要求。在银行业联盟中，一些银行需要最低限度的次

级工具，以提高其可清偿性，并符合“无更糟债权人”（NCWO）原则。在香港，有关文

书必须在合约上或结构上居于从属地位，才有资格成为 LAC。 

专栏 4：香港和加拿大 LAC要求的确定 

为了包括 D-SIBs在内的其职权范围内的银行确定 LAC要求，香港和加拿大制定了

旨在决议规划范围内确定 LAC的政策。 

香港 

根据香港 2018年 12 月 14日开始实施的 LAC 规则，只有当一家银行考虑采用一种

或多种稳定选择时，才可以实施外部 LAC要求的优先决议策略。LAC要求的确定旨在使

决议方案规划可信。内部 LAC需求的设定将由重要性阈值驱动，也在 LAC规则中规定。

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出版了《LAC 守则》称在任何情况下，综合资产总

额低于港币 3000亿元的银行均不须符合 LAC的要求。香港的外部 LAC债务工具将受到

最低面额限制，以及出售和转让。由于此类工具的损失吸收特性，此类工具的分配将仅

限于“专业投资者”（即不允许普通/散户投资者）。 

外部 LAC 要求 

范围  所有在本地注册的银行，首选的决议策略考虑使用决议工具（LAC守则

所确定的 3000亿港元总合并资产门槛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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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2x资本要求，金管局可因应情况上下变动，例如部分财产转让与内部纾

困策略。对于 G-SIBs，LAC要求不能低于 FSB的 TLAC条款表中的最低

要求。 

资格  符合特定资格准则的规管资本及债务工具，包括至少一年的剩余合约到

期日，属存款人及一般债权人（或结构上属债权人）所有，并明确受制

于金管局的决议权。 

内部 LAC 要求 

范围  所有在本地注册的银行均被认定为决议集团的重要附属机构（决议主体

可在香港境内或境外）。 

量化  按该实体的外部 LAC要求的 75%-90%比例缩放，如果该实体是一个决议

实体，则默认起点为 75%。 

 金管局认识到，在银行集团内任何可能需要的地方，均可随时调配非预

先部署的资源，从而提高效率，并在集团内非预先部署的 LAC 的可用性

与内部 LAC 要求的扩大之间建立联系。 

资格  与外部 LAC 相同，但除此之外，合同条款还必须规定在收到金管局（与

内部 LAC 跨境发行的国内决议机构联合触发）的不可存续通知后减记和

/或转换为股权。 

加拿大 

随着“内部纾困”的实施，加拿大 G/D-SIB于 2018年 9月 23日受到外部 LAC要求

的约束。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必须在 2021年 11月 1日之前完全满足其最低 LAC要求。

加拿大 LAC指导方针只规定了外部 LAC要求，但加拿大正在考虑制定关于内部 LAC指导

方针的政策。目前，预计未来的指导将仅限于加拿大当局所在的国外 G-SIBs 的子公司。

关于加拿大 D-SIBs或 G-SIBs，LAC的分配正被视为决议规划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它将

取决于计划中确定的决议战略，但目前没有正式的指导。 

外部 LAC 要求 

范围  加拿大所有的 G-SIBs或 D-SIBs 

量化  相当于 FSB的 TLAC标准下最低 G-SIB中适用于 G-SIBs的最小 LAC比率：

基于风险的 LAC比率为 21.5%的风险加权资产（RWAs）（即 18%的 RWAs

加 2.5%资本保护缓冲区，再加 1%的 SIB附加费）和最低 LAC 杠杆比率

为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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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监管资本工具和符合条件的内部纾困债务（工具可永久全部或部分转换

为普通股）。将监管性资本工具纳入 LAC受到 OSFI的 TLAC指南中与 FSB

的 TLAC条款表第 7条中规定的条款相同的规定的限制。 

 预期的内部纾困债务仅在由母行（即决议实体）直接发行（即不算子公

司或特殊目的机构的“间接”发行）的情况下才计入 LAC。 

 

在决议规划范围内确定和执行 LAC要求所面临的挑战包括： 

一些银行（尤其是规模较小的银行）缺乏发行记录、市场对小额发行债券的兴趣，

以及对基于存款的融资模式的依赖。 

修改发行结构，以确保从决议实体发行 LAC（例如，将债务发行从运营公司转移到

控股公司）。 

对管辖 LAC的外国法律的“内部纾困”的承认。一些司法管辖区处理这一问题时，

只允许根据国内法发行的债务计入 TLAC要求（例如美国），而其他司法管辖区则允许根

据外国法律发行债务，前提是有足够的合同条款（例如欧盟）。 

某些条款的存在，如加速条款，通常会使赔偿责任免于计入 TLAC。在某些情况下

（如美国），具有此类条款的现有负债将被免除。 

成立控股公司（香港）的运作困难。 

LAC交叉持股的存在可能造成或加剧传染风险。 

这些挑战对决议方案规划有直接影响，因为银行无法遵守 LAC的要求，可能意味着

该机构在一些决议策略下无法完全解决，例如“内部纾困”。 

内部 TLAC被认为是 TLAC标准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需要在决议规划的范围内实施，

因为它可能涉及到在本国和东道国当局之间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制定要求，以及修改集团

的发行策略（限制重要子公司的外部发行）。确定剩余 TLAC的管理和位置也被认为是一

项挑战。 

决议行动的跨境可执行性 

许多司法管辖区正在推进与决议规划相关的跨境强制执行中止和内部纾困的合同

方法方面的工作，因为依赖法定框架进行跨境认可并不常见。在进行决议规划的 16个

司法管辖区中，只有 6个司法管辖区表示，他们将依赖外国司法管辖区的法定框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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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对提前终止权的临时中止，而其中只有 3个司法管辖区将依赖这一选项，来执行内

部纾困的跨境执行。鉴于法定认可并不局限于 G-SIBs，如果有需要，D-SIBs 和其他银

行也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在其中一些司法管辖区，仍然采用合同方式，例如作为后盾。

外国司法管辖区对法定认可架构的依赖有限，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认可可能受制于一些

条件，而这些条件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即在特定案件中，决议行动是否会得到认

可。 

对于提前终止权的临时中止，12个司法管辖区表示，它们将依靠合同方式来承认

其中止权的跨境应用。这些国家特别包括 G-SIBs 的大多数母国司法管辖区，在这些地

方，通过执行 ISDA决议保留议定书和制定支持性法规，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所有 G-

SIBs（除了那些总部设在中国和加拿大的新确定的 G-SIBs除外）都遵守了 ISDA决议中

止协议，该协议解决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间外国法律管辖的金融合同的终止风险，

以及对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已经确定了其他交易对手的最

终风险。一些主管辖区也在制定有关合同承认决议中止的规定。一些司法管辖区提到，

除 G-SIBs和 D-SIBs以外的银行大多是国内银行，因此很少在其司法管辖区外签订合同。

如果有的话，对于这些机构而言，司法管辖区往往不会制定额外的要求。 

13个司法管辖区表示，它们将依赖合同认可，以促进内部纾困的跨境执行。一些

司法管辖区（巴西、日本和南非）正考虑要求银行使用合同认可条款，以确保内部纾困

的跨境可执行性。 

其他方法包括限制将外国法律管辖的债务纳入监管资本或 LAC要求，以确保内部纾

困范围内的债务是根据国内法（如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在国内发行的。一个管辖国

（印度尼西亚）指出，它预计不会出现跨国界执行的问题，因为可内部纾困债务只会在

其管辖范围内发行。 

决议行动的跨境可执行性所面临的挑战包括： 

法院（特别是它们是否接受合同承认条款）和与行政决议权力的相互作用； 

与“内部纾困”进程有关的业务问题（法律和报告问题、外国决议机制对在内部纾

困方面权力的稳健性）； 

在采取决议措施的情况下，市场惯例和对使用合同确认条款的理解，包括（非金融）

交易对手同意合同确认条款的意愿； 

在实践中确认内部纾困的操作（时效性、竞争性的监管要求、对合同承认规定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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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包含保释合同承认条款的广泛要求的不可行性） 

在内部纾困过程中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协调及交换资料。 

业务连续性 

参与决议规划的所有司法管辖区均已或正在与银行合作，制定安排，以支持决议中

关键共享服务的业务连续性。作为决议规划工作的一部分，G-SIBs所在的司法管辖区

在落实此类安排方面最为先进。G-SIBs自行或由于当局规定的要求，已采取各种步骤

支持业务连续性，包括改善跨界服务提供模式的弹性和加强管理关键共享服务提供的合

同安排（团队内和第三方）。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步骤大体上符合 FSB在这方面的指导

方针。 

许多司法管辖区在决议规划方面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要求银行确定其关键的共

享服务，这些服务对于维持决议中公司关键职能的提供或促进有序的清盘是必要的。然

而，只有日本、英国和美国公布了有关支持决议中业务连续性安排的指导意见（主要反

映了 FSB指导意见中的关键内容）。香港正计划就业务连续性发布政策标准，另有七个

司法管辖区已就评估支持业务连续性的措施，发出公司特有的指引或内部指引。 

没有制定决议方案规划程序的三个司法管辖区报告称，它们正在采取措施，作为更

广泛监管框架的一部分，制定支持业务连续性的安排，不过，它们的工作范围和与 FSB

指南中的安排的一致性尚不清楚。 

司法管辖区在这方面确定的主要挑战包括： 

关键服务到关键功能的映射； 

银行有效和及时地提供数据的能力； 

银行的复杂性和多个法律实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合同挑战包括终止条款和交叉违约条款。 

决议中的临时资金 

所有参与决议规划的司法管辖区都在为决议提供资金方面取得进展，但在许多情况

下，这项工作仍处于早期阶段。2016年 8月，金融稳定委员会发布了《支持 G-SIBs有

序决议所需临时资金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on Temporary Funding Needed 

to Support the Orderly Resolution of a G-SIB），而 2018年 6月才发布了《关于可

执行决议计划融资战略要素的补充指导》（guidance on Funding Strategy Elements 

of an Implementable Resolution Plan）。因此，许多司法管辖区的相关银行和当局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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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决议中的资金需求和来源。迄今为止，决议方案规划工作的重点是银行在决议方

案中支持监测、报告和估计资金需求的能力，以及在决议方案中确定可作为首选资金来

源的公司资产和私人市场来源。例如，银行业联盟和瑞士为 G-SIBs和 D-SIBs 开发了流

动性模板，以评估决议方案中的流动性需求。 

流动性需求的量化是决议方案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例如，在加拿大，要求 G/D-S

IBs在提交年度规划时对重要的法律实体进行情景和敏感性分析。在美国，预计银行将

拥有一个合适的模型和流程，用于估算和维持实体（或随时可获得）的充足流动性，以

及估计成功执行决议战略所需的流动性的方法。 

一些司法管辖区考虑了临时融资的跨境方面，包括以不同货币维持足够流动性的策

略。例如，在银行业联盟中，对一些银行（主要是 G-SIBs）的分析正在进行中，但对

其他银行的分析还处于早期阶段。 

许多司法管辖区（包括一些尚未参与决议规划的管辖区）拥有临时的公共部门支持

融资机制，可以在决议中提供临时流动性。负责这类临时资金来源的机制和权力在不同

的司法管辖区有很大差异，包括中央银行、清算基金、财政部和存款保险基金（见附件

G）。大多数司法管辖区没有具体说明公共部门支持资金机制在制定有效的决议战略和计

划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有的话）。 

一些司法管辖区制定了特定的公共部门支持融资机制，以提供决议方案中的临时流

动性。这些国家包括拥有有序清算基金的美国，以及拥有 SRB单一清算基金（SRF）的

银行业联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有权设立事后清算基金，提供临时流动性，以

支持及时实施决议措施。金管局预计，只有在有必要支持有序的决议方案时，以及私人

资金来源枯竭后，才会动用清算基金。为实施这一安排而进行的立法修正案预计将于 2

018年底生效。 

在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中央银行修改了其现有机制，以便在解决问题时为银行提

供流动性支持。例如在加拿大，中央银行修改了其紧急流动性援助框架，以便在解决问

题时提供临时、短期的流动性支持。同样在英国，英国央行建立了一个“决议流动性框

架”，允许在英国央行领导的决议方案内向银行贷款。这类流动性支持可能以“红皮书”

中规定的英国央行公布融资工具中合格的抵押品为基础，针对各种抵押品提供担保。 

无论是新的还是修订的流动性机制，决议方案规划在评估抵押品的数量、质量和可

用性方面仍然至关重要，以确定利用此类资金支持有序决议战略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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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议方案规划过程中，司法管辖区应对的主要挑战和相关行动（计划或采取的）

包括企业高效、及时地生成数据的能力，以及制定决议方案特定的流动性压力情景和测

试。 

获得 FMIs 的连续性 

许多司法管辖区从事有关 FMI获取的连续性的工作，包括作为复苏计划的一部分，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处于早期阶段，并侧重于 G-SIBs。参与决议方案规划的 16个

司法管辖区中，有 13个报告了为解决获取金融市场信息的连续性而采取或计划采取的

步骤。在这一领域，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都处于实施金融稳定委员会指导方针的早期阶段。

有关获取 FMIs 连续性的工作不一定只与决议方案规划有关，在某些情况下（如澳大利

亚和俄罗斯），正作为复苏规划的一部分向前推进。 

这些司法管辖区的决议规划工作的重点是规划银行需要的 FMI，以及这些银行（加

拿大、中国、日本、银行联盟、新加坡、瑞士、英国、美国）制定应急计划。在这种背

景下，在两个司法管辖区（英国和美国）正在开发行动手册。另一种方法是积极与当地

的 FMI合作，以确保其规则与决议框架保持一致（香港）。 

在为 D-SIBs和其他系统性破产银行进行决议规划的司法管辖区内，获得 FMIs的连

续性是分析的一部分，但主要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对于一些制定了以其他银行的

购买和假设或清算策略为重点的决议方案的司法管辖区，确保决议方案的连续性被认为

是有限的相关性，因为收购方预计将促进这一点或不再需要（法国、荷兰）。 

司法管辖区在决议规划方面确定的主要挑战包括： 

与 FMI 合作取消单方面终止权利； 

银行在决议期间保持对 FMI所需的融资要求（并确定所需金额）； 

安排 FMI 中介机构，特别是因为这些安排往往是定制的； 

依赖于可能位于国外的 FMI服务提供商的安排执行情况； 

确保获得小型银行 FMI的恰当性要求，这些银行是系统性破产，并且没有依赖于银

行长期持续的决议策略。 

估值能力 

估值工作通常不如其他决议规划工作先进。在决议规划和业务能力评估中纳入估值

存在重大差异，以确保估值过程在决议方案中有效。在此阶段，只有少数司法管辖区（银

行联盟、英国和美国）制定了概念框架并指定了执行估值所需的信息，并在决议规划中



 

 
 42 / 49 

No.201912 

 

考虑了这些信息（例如，根据采用的决议策略对所进行的估值类型和假设进行了调整）。

银行业联盟和英国将通过更详细的指南来加强相关法规，而美国在每个可决议性评估周

期后都发布了指导。其他司法管辖区（例如新加坡和南非）正在开展工作。其他一些司

法管辖区尚未开始制定估值框架或确定其要求，并且在决议规划过程中不考虑估值，在

某些情况下，因为他们正在等待首先实施的决议策略。一个司法管辖区（墨西哥）报告

称，它为某些资产类别（如贷款）开发了自己的估值工具。 

一些司法管辖区在银行支持估值过程的业务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在英国，已经公

布了支持决议方案的估值能力政策，现在预计公司将提高其支持估值的能力。美国为 G

-SIBs所采用的方法涉及在每个可决议性评估周期后提高评估能力和准备程度的期望水

平，上一周期的结果用于加强指导。因此，美国当局报告称，与 2012年对决议计划的

第一次审查相比，公司在以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司对附属公司和第三方衍生产品

合同项下抵押品或未偿债务的估值流程的描述；提供可靠信息的能力。其他当局已将评

估纳入其可决议性评估流程（SRB），但未规定遵守要求的最后期限。SRB将定义和开发

评估所需的标准化数据集。一个司法管辖区（香港）报告称，一旦制定了决议方案，它

就打算在其可决议性评估过程中纳入估值。其他司法管辖区（加拿大、日本）已开始与

银行进行自我评估，以确定可用的估值能力，但未指明该过程的结果。 

 

五、银行决议规划中的跨境合作 

本节介绍了 G-SIBs 和其他可能出现系统性破产的跨境银行（或银行集团）在决议

规划方面的跨境合作安排和信息共享。就其所涵盖的由国内当局维持的安排而言，它只

着重于有一个适当程序进行决议规划的 16个司法管辖区。但是，本国当局是否参与这

种安排并不一定取决于本国管辖范围内是否有进行决议规划的程序。如果本节报告有关

本国当局参与的情况时，则分析涵盖了所有 FSB管辖范围。 

为 G-SIBs 而设立 CMGs 

所有在 2017年指定的 G-SIBs都有 CMGs维护。在一个情况下，CMG由一个地区性

的 CMG正式补充。CMG所代表的本国辖区数量从零（CMG仅由国内机构组成）到七到八

个（如果其中包括观察员）不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司法管辖区由多个当局代表组

成，通常包括监管当局和决议当局。 

在所有由 SRB和欧洲央行共同担任主席的 CMGs 中，EBA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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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可邀请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决议机构（NRAs）和国家主管当局参加。 

非 G-SIBs 的跨境协调安排 

对于 G-SIFIs，《关键属性》只要求 CMGs。然而，正如《金融稳定委员会银行业关

键属性评估方法》（Key Attributes Assessment Methodology for the Banking Sect

or）所述，本国当局应保持适当的安排，与东道国当局进行跨境合作和信息共享，以支

持对其他可能出现系统性破产的跨境银行进行有效的决议规划。 

为加拿大、欧盟和日本的非 G-SIBs 维持了某种特定于决议的跨界协调安排（见附

件 H）。 

在加拿大，其 5个 D-SIBs维持着在功能上类似于 CMGs的跨界协调安排。成员资格

是根据加拿大当局对东道国管辖权对本集团决议的重要性所作的评估（例如，提供关键

职能或共享服务、本集团在当地的合并资产的比例或在当地产生的收入）。CDIC还建立

了一个外展方案，以便与不参与这些安排的东道国司法管辖区进行接触，但 D-SIB的业

务可能是局部系统性的。 

在日本，有一个 D-SIB 的协调安排，它具有重大的跨界活动，并须经决议规划。成

员资格取决于银行当地实体的重要性及其在参与东道国辖区的业务规模。 

在欧盟，BRRD要求所有跨境欧盟银行集团设立清算机构。目前，SRM中有 19所由

SRB领导的针对非 G-SIBs 的清算机构，3所由英国央行领导。这些机构提供了一个论

坛，分享信息和决策的群体决议计划。成员资格由 BRRD第 88条第 2款规定，包括集团

在所有欧盟成员国中拥有统一监管子公司或重要分支机构的相关机构。非欧盟决议机构

可作为（无投票权）观察员，但须遵守与欧盟机构相同的保密要求。欧盟决议机构包括

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的调解程序，以解决欧盟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分歧。 

一般而言，参与决议相关安排的司法管辖区与有关银行的监管机构所代表的司法管

辖区相同，但参与的当局可能有所不同。 

跨境系统性银行的三个本国辖区使用与东道国辖区的双边联系，而不是多边安排。

根据具体情况，双边协议可能是一个适当的比例形式的协调。例如，香港唯一不隶属于

G-SIBs的 D-SIB系统地只存在于一个东道国管辖范围内，而本国和东道国当局之间的

双边合作包括决议规划。荷兰（对于不属于 SRB管辖范围内的跨境银行）和美国（对于

除 G-SIBs 以外的银行）认为双边联系是最有效的跨境合作和信息共享手段。就荷兰而

言，这涉及到受决议计划约束的小型银行，这些银行的跨境活动至少在一个其他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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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被东道国当局视为重要活动。双边联系使荷兰当局能够更深入地研究该银行在东道国

管辖区的运营细节，如果一家小型银行的活动不在欧盟范围内，那么这比建立一个独立

的机构更有效率。就美国而言，与某些东道国的双边联系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和最直接

的协调手段，因为这些东道国有特定的、具体的问题需要讨论。 

三个司法管辖区报告了在决议问题方面跨边界合作中使用非具体决议方案安排的

情况，尽管这些论坛对决议问题的讨论程度和深度各不相同。巴西和新加坡利用监管机

构就其 D-SIBs 的决议问题交换信息和意见，而跨塔斯曼银行监管委员会是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当局处理一般危机管理和决议方案的论坛——讨论了在两个司法管辖区运作的

四个澳大利亚 D-SIBs的相关问题。然而，这些安排下的决议讨论并非基于个别决议计

划，只共享有限数量的机构特定决议相关信息。 

从东道国的角度看，10个司法管辖区（将银行业联盟视为一个单一司法管辖区）

报告了一个或多个外商独资的 D-SIBs，但其中半数目前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与决议有

关的跨境协调安排（见原文附件一）。在欧盟内部，G-SIBs和其他银行的跨境安排已经

到位（以欧盟决议机构的形式），这些银行总部设在非欧盟管辖区，并在 BU 和其他欧盟

成员国内设有子公司。 

几个司法管辖区报告了为非 G-SIBs建立跨境协调安排的计划。德国报告了最具体

的计划，即在不属于 SRB 职权范围内的跨境银行设立决议机构。在其他情况下，计划更

具有偶然性，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巴西和南非目前正在讨论监管机构的决议相关问题，

但计划在未来制定更具决议权的安排。在某些情况下，进展取决于最终确定决议规划的

国家法律框架，为决议规划和决议当局之间跨境信息共享提供法律依据。 

从东道国的角度所涉及的问题和经验 

CMGs和非 G-SIB协调安排所涉及的问题类型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大多数有关的本

国当局报告称，已涉及以下一些或全部问题：东道国当局为支持决议战略而采取或不采

取的行动是可取的；在作出决议时，协调本国和东道国当局的行动；以及决议行动的跨

境可执行性。所处理的其他问题包括在应用 MPE决议战略方面的挑战，以及对这类公司

的 LAC要求。 

作为东道国参与 CMGs 或非 G-SIB协调安排的 FSB司法管辖区通常报告称，参与有

助于在地方层面推进相关银行的决议计划。支持地方规划的因素包括： 

进一步了解本地业务与更广泛集团之间的联系以及跨境提供关键的共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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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本地规划与集团决议计划的协调； 

从跨境角度加强对决议障碍的理解，并在集团范围内采取行动消除障碍； 

在资金和治理等领域，在集团和地方层面的实施之间建立联系； 

协助制定当地和集团范围内的办法和行动，以提高可决议性； 

为本国有关部门提供反馈，以更好地制定决议方案并确保有效的文件； 

与其他决议机构发展关系和持续参与的机会。 

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FSB的管辖范围确定了 CMGs和非 G-SIB在协调安排中需要

解决的一些优先问题。包括： 

进一步研究地方和集团决议方案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确保集团决议办法充分

保护东道国的财政稳定； 

本国的期望：在决议中东道国的行动和在决议中责任的分配； 

与决议的跨境效力和可执行性有关的事项，包括支持为实施外国决议所必需的监督

行动； 

更清楚地说明消除可决议性障碍的进展情况。 

许多司法管辖区参考了 TLAC或 MREL，以及如何让内部纾困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包

括：内部 TLAC 的规模和预先定位；本国和东道国当局之间的安排；上流损失和下流资

源的机制；子公司实体的确定；以及非实体子公司的 LAC资源的可用性。其中一些问题

还涉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工作的主题，如业务连续性、估值、融资和流动性，以及衍生品

和交易账户的有序清盘。 

为与决议方案相关的目的共享信息 

CMGs中的信息共享基于 CoAgs，除了 5个 G-SIBs 之外，其他所有 G-SIBs 都可以使

用 CoAgs。（其中之一是在 2017年底指定的新的 G-SIB，为此，本国当局正在建立一个

CoAg）。一个司法管辖区（香港）是 G-SIB的决议实体所在地，该实体具有 MPE战略，

并打算为该 G-SIB的区域 CMG制定 CoAg。 

对于非 G-SIBs来说，为共享决议相关信息而制定的机构特定协议还处于早期阶段，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多数司法管辖区，针对这些银行的决议规划仍不成熟。维持 C

MG或非 G-SIB 跨境协调安排的本国当局主要依靠谅解备忘录（MoU）来支持与参与的东

道国当局交换与决议方案相关的信息。例如，加拿大拥有大多数当局的谅解备忘录，参

与其 D-SIB 的合作安排。SRB根据 BRRD为运作决议方案机构的书面安排和程序，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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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非欧盟决议机构（截至 2019年 1月）签订了双边协议，为决议信息共享和合作提

供框架。英国使用谅解备忘录以及其他，如 CoAgs、保密协议和监管信息共享协议，与

东道国当局分享与决议方案相关的信息。新加坡和南非依赖监管谅解备忘录与东道国当

局（包括决议当局）建立联系，但这些谅解备忘录更侧重于监督协调，一般不提供特定

于决议的协调和信息共享。 

很少有司法管辖区报告称，G-SIBs或其他跨境银行的信息共享遭遇挑战，而且这

些报告具有程序性。例如，这包括由于东道国当局（英国）的内部程序而推迟完成 CoA

gs，或需要对第三国的保密制度进行等效评估，作为在适用的法律框架下共享信息的先

决条件。信息共享方面的报告较少，这可能是因为针对 G-SIBs以外的银行的机构特定

决议方案仍相对不发达，在危机中也未经检验，因此信息需求可能仍不明朗。此外，C

MGs和其他协调安排通常由少数司法管辖区组成，这些司法管辖区通常已经拥有完善的

监管关系，而且它们的保密框架可能相似。 

与东道国当局共享的与决议有关的信息的范围和深度各不相同。维持 CMGs 或非 G-

SIBs协调安排的大多数本国当局报告称，他们已经与东道国当局分享了与决议方案规

划和决议问题相关的信息。但是，只有两个本国司法管辖区域共享了完整的决议方案和

可决议性评估。其他管辖区制定了决议方案的分享关键点，而不是完整的计划。美国当

局提供有关其 CMGs的决议方案规划的信息，并分享由银行控股公司编制的决议计划、

保险存款机构与个别东道国当局编制的决议计划的部分内容。 

参与 CMGs 或非 G-SIB 的几个东道国当局报告称，它们发现收到完整的决议方案计

划或获得详细、具体的信息和支持分析是有用的。香港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有关如何

在本地或地区推行集团策略，需要有更清晰的规定。韩国表示，它通过 CMG 收到了东道

国 G-SIB的决议计划，但要求进一步了解集团内部剩余 TLAC的分配情况，以便评估当

地内部 TLAC 的充分性。作为 G-SIB的主要母国，英国和美国的答复表明，它们目前以

东道国身份收到的信息是充分的。 

与非 CMG 东道国当局的合作安排 

《关键属性》认为，在 CMGs的建立和运行中，需要在效率和包容性之间取得平衡。

因此，CMGs的成员通常仅限于那些对公司整体决议方案至关重要的核心管辖区和当局。

然而，如果成员以这种方式受到限制，那么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将有可能不在 CMG中得到

体现，在这些管辖区内的公司业务在当地是系统性的，但在整个集团内不具有实质性。



 

 
 47 / 49 

No.201912 

 

因此，《关键属性》还要求 CMGs与公司在当地有系统存在但不参与 CMG（“非 CMG东道

国辖区”）的辖区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2015年 11月，FSB发布了与非 CMG 东道国管

辖区共享信息的指南，其中包括确定此类管辖权、合作安排形式和可能交换的信息。 

5个 G-SIB本国当局与非 CMG东道国当局建立了合作安排。这些安排的形式各不相

同： 

加拿大使用一个单一的年度“复苏和决议方案拓展小组”与东道国司法管辖区进行

接洽，在这些地区，加拿大 D-SIB的业务可能具有地方系统性； 

瑞士与亚洲决议和监管机构就其两个 G-SIBs 中的每一个都建立了合作协议，并且

还组织了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区域性亚太地区机构（涵盖两个 G-SIBs），讨论准备促进

的专题：危机管理、复苏和清算这些银行； 

英国央行采取了两种广泛的安排形式。对于一个 G-SIB来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区域

CMG，讨论和信息共享的重点是与该区域的决议战略应用相关的问题。非公开信息可在

本论坛共享。对于其他 G-SIBs，英国央行与非 CMG 东道国司法管辖区就决议战略进行

合作，并安排支持这些东道国司法管辖区的业务连续性，在这些公司的全球监管机构下，

这些机构的成员比 CMG的成员范围更广。在这些情况下，机构会议为公开讨论提供了一

个论坛，也为非 CMG东道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就决议战略将如何影响本地运营向本国当

局提出问题。此外，英国央行还利用双边协议来讨论具体问题，或解决个别非 CMG东道

国当局提出的问题； 

美国当局依赖于与东道国当局的多边和双边协议，这体现在正式的合作声明和谅解

备忘录中，以促进在监督和决议问题上的信息共享和协调，这些问题的形式和目标因东

道国当局的不同而异； 

香港作为一个具有多渠道进入决议策略的 G-SIB 东道国，已与相关的本国当局共同

建立了区域 G-SIB的 CMG，用于该地区的非 CMG东道国当局，并举办年度会议，与个别

机构进行通话交流。 

这些安排具有相同的广泛目标：传达关于 G-SIB 决议战略的信息；就 G-SIB在其管

辖范围内的运作，向非 CMG 东道国当局取得资料；就 G-SIB的决议规划及其可决议性问

题与东道国司法管辖区协调。相比之下，日本当局制定的安排包括谅解备忘录中的条款，

其中各方承诺应请求提供关于拟议的危机管理安排的资料，并在危机中进行沟通。 

FSB的五个司法管辖区已确定，外国 G-SIBs的本地业务是系统性的，但不参与这



 

 
 48 / 49 

No.201912 

 

些 G-SIBs的 CMGs（见原文附件 J）。这些管辖区中只有一个管辖区（阿根廷）的当局与

本国当局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安排。英国央行已将其评估情况通知了英国当局，并正在

寻求获得有关 G-SIB的 CMG。大多数 FSB的管辖区报告称，它们已经评估了它们是否是

本地系统性 G-SIB业务的东道国。目前尚不清楚 FSB 成员中非 CMG东道国的情况是否完

整，或者其他管辖区是否可能在适当时候将托管的 G-SIB业务评估为本地系统性。 

只有五个 FSB辖区报告称，它们需要额外的信息来了解 G-SIB决议策略的可能影响。

这表明，FSB 的大多数东道国管辖区目前对他们收到的信息感到满意。这可能是因为 F

SB的司法管辖区更可能被纳入 CMGs，或者与非 FSB 成员以外的非 CMG东道国司法管辖

区相比，拥有获取信息的网络。因此，将这一结论推广到其它非 FSB成员辖区可能并不

安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对于一些仍在制定其决议方案规划框架的 G-SIB 东道国司

法管辖区来说，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而且可能还没有能力对来自本国当局的信息或需

要与本国当局接洽的类型作出知情或全面的评估。 

 

 

原文链接：http://www.fsb.org/2019/04/thematic-peer-review-on-bank-resolution-plan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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