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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制定5 金融控股公司法6 来发展金融控股 公司具有重 要意义。我国 目前的相关 规定层次 低、
不明

确、
相互矛盾, 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十分必要。在立法时要注 意以下问题: 明确 金融控股公 司的立法 模式、对
不正当交易进行限制、
规范监管体系、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反垄断法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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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国际金融业进入了一
个新时期, 许多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 纷纷走上了
混业经营之路。如: 美国于 1999 年通过了5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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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制定5 金融控股公司法6 的必要性主要
团。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目前法律制度的不合理性

服务现代化法案6 , 确立了银行业、
证券业、
保险业

我国目前的5 公司法6 、
5 商业银行法6 、
5 证券

之间参股和业务渗透的合法性, 提出了金融控股

法6 、
5 保险法6 以及国务院的法规及有关部委的规

公司的新模式, 走向混业经营; 英国于 2000 年颁

章, 都没有明确承认金融控股公司, 但也没有明令

布5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6 , 对金融业实行统

禁止。因此现实中, 存在着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

一监管。可以说, 混业经营和统一监管已经成为

可能性, 具体地说, 第一, 普通的工商企业、
信托投

潮流, 这对于尚在实行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的我国

资公司属于法律、
法规和部门规章明确允许运用

金融业形成巨大压力。但是, 结合我国金融业的

自有资本向金融机构投资的主体; 第二, 企业集团

发展现状, 目前实行混业经营条件尚不成熟, 应逐

财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在运用自有资本向其他

步过渡。目前我国已经存在着一批有影响的金融

金融机构投资方面也没有什么限制, 但从相关的

控股公司, 如: 中信控股公司、
光大集团等。因此,

法规、
规章来看, 其投资主体地位不明确, 在现实

在不改变分业经营的情况下, 通过制定5 金融控股

中,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成立金融控

公司法6 来发展金融控股公司, 增强我国金融企业

股公司的实例也很少见; 第三, 依据现有的法律、

的实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金融控

法规、
规章, 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保险公司、

股公司立法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商业银行不能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一、制定5金融控股公司法6的必要性
所谓金融控股公司, 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督委

我国目前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规定立法层次
比较低, 有些规定不明确, 不同的规章有相互矛盾
的地方, 尤其是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限制过严,

员会、
国际证券联合会、
国际保险监管协会设立的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能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只能

金融集团联合论坛 1999 年发布的5 对金融控股集

或主要靠利差收入, 无法与其他金融机构和工商

团的监管原则6 的解释: 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

企业以及海外资本展开公平竞争, 因为工商企业

控制权下, 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
证券业、
保险业

和海外资本都可直接 或间接控股国 内的金融机

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 融行业提供服 务的金融集

构。所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只好利用境内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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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达到实现金融控股的目的, 如中国银行的

1. 设立防火墙制度, 限制不正当交易

中银国际控股公司, 工商银行的工商东亚控股公

存在金融控股公司就存在关联交易, 否定了

司等。因此, 制定统一合理的5 金融控股公司法6

关联交易就否定了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得到的潜在

已十分紧迫。

效益, 从而等于否定了金融控股公司。但是, 除了

2. 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已经凸现

有正面效益的关联交易外, 金融控股公司也存在

由于缺乏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明确规定, 银行、

着许多 不良的关联交 易。应该权衡 其成本与收

证券、
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对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金

益, 区别对待不同金融业务中不同类型的关联交

融控股公司缺乏针对性的监管制度, 导致我国的

易, 对不良关联交易实行限制。因此, 在立法中要

金融控股公司领域已经蕴含了大量风险, 具体体

设立内部防火墙制度。所谓/ 防火墙0 , 是一学理

现在: 第一, 资本不充足的风险。由于我国三个监

上之名词, 乃防止金融机构跨业经营后所产生之

管部门在机构市场准入时的股权资金监管上缺乏

[ 2]
借鉴国际上的成功
利益冲突及不当联结行为。

协调, 有些母公司、
子公司、
孙公司之间互相持股,

经验, 在我国5 金融控股公司法6 中制定相应的内

股权结构混乱, 资本被不断重复计算, 使得金融机

部监管/ 防火墙0 条款: ( 1) 规定金融控股公司所属

构在资本充足问题上隐藏着很大风险; 第二, 不正

的银行、
证券和保险等各子公司的资金和业务等

当的内部交易或关联交易形成风险。由于分业监

的比例限制, 限定商业银行与证券、
保险等业务部

管, 监管信息缺乏沟通, 控股公司在进行股权和资

门的一体化程度, 设置资金、
业务和规模的/ 防火

金运作时故意复杂操作, 反复转帐, 避开监管者,

墙0 ; ( 2) 规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交易和对

形成了巨大的财务风险, 同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

外交易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 制定信息公开程度、

产流失。

准确性、
完整性的准则要求, 设置信息安全的/ 防

二、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模式
对金 融控 股公 司的 规范 与调 整涉 及5 公司

火墙0 ; ( 3) 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所有交易必须在
市场化条件下进行, 防范内部交易导致利益冲突,
[ 3]
设置市场化管理的/ 防火墙0。

法6 、
5 商业银行法6、
5 证券法6 、
5 保险法6 、
5 银行业

2. 构建完善的监管体系

监督管理法6 等法律法规, 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

在国外, 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有合并监管

规范经常采用综合系统的调整方法, 以实现全面

和分别监管两种模式。不同国家采取的监管模式

监管。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 如果要整合

各不相同, 如美国, 根据 1999 年5 金融服务现代化

各部金融法律, 在其修订中加入金融控股公司的

法6 , 由联邦储备体系作为综合管制的上级机构,

相关内容, 并使其协调和配套, 这样做的难度很

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监管, 另外由货币监理署等

大, 时间也会很长。而当代世界各国( 地区) 金融

银行监管机构、
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州保险厅分别

控股公司立法的特点之一就是采取整体立法的立

对银行、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进行监管, 从而实现

法技术, 形成以5 金融控股公司法6 为核心的配套

了综合 监管与分业监 管相结合。英 国与美国不

法规完备的法律体系。因此笔者认为, 我国金融

同, 为了适应金融全球化和欧元诞生的挑战, 英国

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应当借鉴此种整体立法的先

政府于 1997 年提出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方案,

进立法技术, 制定一部单独的5 金融控股公司法6,

将英格兰银行的监管权力剥离出去, 把银行监管

利用整体立法的立法技术在5 金融控股公司法6 中

责任由英格兰银行转移到证券投资委员会, 并于

整合和修改5 公司法6 、
5商业银行法6 、
5 证券法6 等

同年成立了金融监管服务局, 对在英国境内所有

法律法规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 加

从事银行及非银行金 融业务的公司 进行统一监

入经营规则、
监管制度等内容, 从而形成内容完

管。正因为各国监管模式存在差异, 而且不同的

备、
有较强操作性的现代金融法律。这样, 可以节

模式均建立在适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之上, 所以有

省立法成本, 加快立法速度, 同时也有利于与其他

关国际组织也并不强求各国采取某一固定模式。

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配合, 减少法律冲突。

1999 年 2 月, 巴塞尔委员会、
证监会国际组织和

三、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规范
金融控股公司具有特殊性, 因此, 在金融控股

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就多元化的金融集团的监管达
成共识, 联合公布了5 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
文件6 。其基本精神是: ( 1) 分别监管的要求仍然

公司的立法中要制定一些相应的制度加以规范。

坚持, 各个监管当局必须确定一个主要的监管部

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规范。

门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2) 分别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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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仍然坚持, 各个监管当局提出的单一资本要

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关系, 有可能通过协议等方

求仍然有效; ( 3) 提出度量金融集团整体资本水平

式, 限制或排挤其他竞争者的竞争或进行价格垄

的 5 项原则与计算方法; ( 4) 强调不同监管当局之

断、
价格歧视, 例如对与本集团有关联的企业提供

间的协调与合作, 建议设立主要监管机构, 作为金

低于市场标准的优惠贷款, 而对关联企业的竞争

融集团的主要监管当局。

对手拒绝发放贷款或提高信贷条件; 第二, 金融控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的体制, 即由银

股公司有可能利用其经济优势地位, 妨碍其他竞

监会、
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
证券和保险进

争者进入市场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当地限制竞争;

行监管。这种监管模式适应于分业经营的体制。

第三, 正因为金融控股公司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但是, 对金融控股公司来说, 若采取分业监管的模

使其利用较低的成本购并其他公司成为可能, 而

式, 难免出现各监管主体各自为政、
监管标准不一

购并可能导致金融控股公司在市场中处于垄断地

以及/ 监管真空0 等状况。在学术界, 对实行分别

位; 第四, 金融控股公司之金融子公司如银行, 可

监管还是合并监管, 看法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

能利用其优势地位, 要求其客户购买关联企业的

应成立独立的监管机构; 有的认为, 维持现有的证

产品或服务作为其取得信贷资金的前提条件, 亦

监会、
保监会、
银监会分治, 并进一步完善联席会

即/ 搭售0 。上述行为不仅妨碍了市场的自由、
公

议制度。笔者认为, 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的

平竞争, 而且也会损害客户、
消费者权益。

情况下, 实行统一监管不太合适。可以考虑的做
法是, 在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三个相对独立的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在具体的规定中, 以下
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监管部门之上, 组建一个金融监管委员会, 负责总

1./ 相关市场0的认定

体协调和跨行业监管。时机成熟时, 可以借鉴英

对于相关 市场的认定并 没有一个明 确的标

国的做法, 成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监管机构, 对包

准, 一般主要从产品市场、
地理市场和时间市场几

括金融控股公司在内的金融业实行统一监管。

个方面加以综合界定。产品市场界定的越小, 认

3. 建立金融控股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定构成垄断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金融机构提供

就金融控股公司而言,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不

的产品为金融服务, 而金融服务种类繁多、
性质复

可或缺。第一, 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利用其对从属

杂, 界定其市场范围并非易事, 对于金融控股公司

子公司的控股地位左右子公司的经营决策, 例如

的市场界定没有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 金融控

强令银行子公司向不符合信贷条件的其他子公司

股公司由于涉及银行、
保险、
证券等金融各行业,

提供信贷, 导致子公司经营亏损或失败等; 第二,

所以应当将产品市场界定为整个金融市场, 主要

利用其所获知的从属公司的内幕信息进行违法交

包括银行、
证券、
保险、
信托、
期货、
票券融资性租

易; 第三, 经营型金融控股公司从事有损于从属公

赁、
信用卡以及其他金融相关事业; 但是绝对不应

司利益的行为, 如将自己的亏损或费用转嫁给子

当包括一般事业公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

公司; 第四, 各子公司之间利用其关联关系进行不

了避 免 将相 关市 场 界定 得 过大 而 不利 于 认定

当或非市场的关联交易。正因为金融控股公司及

垄断。

其关联企业可能会存在上述行为, 所以有必要建

2. 金融控股公司涉及的具体垄断行为

立金融控股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这里所称的/ 信

( 1) 规制金融控股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息披露0 , 是指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定期、
充分披露

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涉及的金融业务遍及整个

有关集团运作、
各子公司尤其是银行、
保险、
证券

金融市场, 其本身规模庞大, 组织机构纷繁复杂,

子公司的业务经营、
财务状况。这样不仅可以使

金融控股公司利用控股的方式, 控制不同的金融

市场能够对金融控股公司作出准确的评价, 强化

业务, 减少它们之间的竞争,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其内部约束及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而且有利于监

从而容易构成市场上的垄断主体。从反垄断法的

管机关对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行为实施监

理论上看, 垄断地位的确定通常要考虑两个要素:

督, 维护投资者、
存款人利益以及证券市场正常秩

第一, 该支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关于市场占有

序。同时, 有利于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内的/ 利益冲

率的计算, 在银行业市场, 一般以存款额度为计算

突0 。

基础, 贷款市场的计算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第

四、金融控股公司的反垄断法控制
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垄断的可能性。第一, 由

二, 进入障碍的程度。凭借强大的资金优势, 金融
控股公司控股从事银行、
保险和证券等业务, 比较
容易形成金融市场上的独占力量, 同时由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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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 以营利为经营目

受害方承担直接责任。

标, 滥用其在金融市场上的独占地位也就成为一

五、结语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应在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一

中对此作出规定。
( 2) 规制金融控股公司的过度集中

种现实选择, 通过立法对其进行规范具有现实意

对此问题, 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应注重以下几

义, 缺乏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难以对现实经济生活

点: 第一, 明确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持股比例; 第

中存在的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与运营进行有效规

二, 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范围, 不得参与和干

范。金融控股公司作 为效率与风险 并存的组织

预子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 特别是金融控股公司

体, 各国对其无不积极构建相关金融法制, 对其资

的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子公司的管理人员; 第三, 对

金的运用及转投资、
监管模式、
反垄断规制等事项

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集中, 建立有效的事先申报制

加以规定, 并建立内部防火墙制度以确保金融控

度, 由主管机关会同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制定具

股公司的平稳运营。我国5 金融控股公司法6 的制

体的实施办法, 防止金融控股公司的过度集中。

定, 也要围绕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但笔者认为, 在

( 3) 规制联合限制竞争行为

立法过程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重构金融法制的

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利用股权控制多个从事不

理念, 在维护金融秩序的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上, 努

同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 所以金融控股公司出于

力促进金融机构的效率与竞争。实质上, 金融控

自身利益的考虑, 很容易促成限制性竞争协议的

股公司法的法理念及目的即在于此, 因为金融控

实施, 在金融控股公司立法时, 对此问题应加以规

股公司相对于分业经营的优势是效率与竞争, 金

制: 第一, 规定金融控股公司不得为了自身利益,

融控股公司法的相关制度设计实质上是在寻求金

控制或影响其控股的金融企业达成限制性竞争协

融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协调, 通过立法促进金融控

议; 第二, 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对限制性竞争协议的

股公司发展, 促进金融法理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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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DONG Ba-i yi, WANG L-i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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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 houg ht of as a great event t o est ablish a law of f 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for the sake
of the f inancial industry. T he current st ipulat ion is, how ever, incompetent and contradictory. So t he paper
proposes that att ention be paid, in t he legislat ive process, t o the model of leg islat ion, regulat ing t he improper deals, standardizat ion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nf orm at ion exposure, and enhancing the law of ant i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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