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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

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

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坚持党的领导）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必须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 

第三条（监管范围）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

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 

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理财公司、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金

融机构。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对经其

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境外的

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监管目标） 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

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促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银行业监督管理应当保护银行业公平竞争，提高银行业

竞争能力。 

第五条（监管原则）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

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 

第六条（依法履行职责)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从

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受法律保护。

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七条（信息共享机制）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

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第八条（跨境监管合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

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境外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业务活动有关

的文件、资料、数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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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派出机构授权）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

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十条（监管工作人员专业要求）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任职相适应的专

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 

第十一条（监管工作人员行为准则） 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不得

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的利益，未经批准不得在金融机构

等企业中兼任职务。 

第十二条（监管保密规定）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

人员，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其监督管理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守秘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交流监督管理信息，应当就信息保密作出

安排。 

第十三条（监管权力监督）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部监

督问责制度。 



第十四条（配合和协助）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开展监

督管理活动，地方政府、各级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和协助。 

第十五条（履职保障）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履行职责所

必需的经费，应当依法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予以足额保证。 

第十六条（外部监督）  监察、审计等机关，应当依照

法律规定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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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规章规则制定权）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

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 

第十八条（市场准入）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

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 

第十九条（机构设立）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银

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以下条件进行审查： 

（一）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公司章程； 

（二）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注册资本； 

（三）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履行重要职责

的人员符合任职资格条件； 

（五）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和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六）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业务设施、信息技术系

统和安全防范措施；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

定的其他条件。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审批分为筹建审批和开业审批。 

第二十条（法人机构变更）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

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以下变更事项：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注册资本； 

（三）变更法人机构住所地； 

（四）变更组织形式； 

（五）分立、合并； 

（六）变更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七）调整业务范围； 

（八）修改章程；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一条（重大股权投资和发行资本工具） 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依法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股权投资、发



行资本工具，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二十二条（股东审查）  申请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

或者银行业金融机构变更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资金来源、财务状

况、资本补充能力、股权结构和诚信状况等进行审查。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股

东进行审查，主要股东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业务审批）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批准的业务范围内从事业务活动。 

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应当按照规定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或者备案。需要审查批准或

者备案的业务品种，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作出规定。 

第二十四条（特许经营） 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

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

活动。 

第二十五条（任职资格）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履行重要职

责的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制定。 



第二十六条（境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代表机构） 境外从事

银行业金融活动的金融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代

表机构，应当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代表机构不得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任何经营活动。 

第二十七条（审批时限）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

规定的期限，对下列申请事项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决

定；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筹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四个

月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开业，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变更、终止、发行资本工具，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 

（三）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设立，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六个月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变更和终止，自

受理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 

（四）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大股权投资，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六个月内； 

（五）审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履行重要

职责人员的任职资格，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 

第二十八条（监管规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

守审慎监管规则和行为监管规则，包括公司治理、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资本管理、关联交易、业务营销、消费者权益保

护、数据治理、竞争行为等内容。 



前款规定的审慎监管规则和行为监管规则由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也可以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制定。 

第二十九条（股东义务）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应当遵守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或

者控制地位，损害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

法权益。 

第三十条（股东出资义务）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股东

应当依法履行出资义务，使用自有资金出资，不得接受他人

委托持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股权，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主要股东股权信息报告义务） 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主要股东应当逐层说明其股权结构直至实际控制人，

以及与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及时、准确、

完整报告自身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

动人等可能影响股东资质条件或者导致所持银行业金融机

构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 

第三十二条（银行业消费者保护）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导设立银行业消费纠纷调解机



构，监督银行业消费纠纷调解机制的有效运行。 

第三十三条（从业人员监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

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应当品行良好，具备从业所需

的专业能力。因犯有贪污贿赂、渎职、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的，不得从业。 

第三十四条（从业人员禁止行为）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

人员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规定收受

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二）贪污、挪用、侵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客户资金； 

（三）泄露在任职期间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

客户个人信息； 

（四）其他违反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银行业金融基础设施）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负责对银行业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监督管理，具体办

法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三十六条（非现场监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场监

管，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评价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 

第三十七条（现场检查）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制定现场检查程序，规

范现场检查行为。 

第三十八条（并表监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

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督管理。 

第三十九条（人民银行监管建议）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对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建

议，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 

第四十条（监管评级）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

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根据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评级情况和风险状况，确定对其现场检查的

频率、范围和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四十一条（恢复和处置计划）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制定和实施

恢复和处置计划。 

第四十二条（突发事件处置）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应当建立银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岗位责任制度。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银行业风险、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人认为需要向国务院报告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报告，并告

知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 



第四十三条（部委协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建立银

行业突发事件处置制度，制定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

确处置机构和人员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及时、

有效地处置银行业突发事件。 

第四十四条（统计数据）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计数据、报表，并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第四十五条（自律组织）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

业自律组织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银行业自律组织的章程应当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备

案。 

第四十六条(国际交流合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可以开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第四十七条（域外适用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银

行业金融活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扰乱境内市场秩序，损害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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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资料报送义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

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报送



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经营管理有关的文件、

资料、数据。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数据。 

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向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报送或者提供的文件、资料、数据，应当真实、

准确、完整。 

第四十九条（银行业第三方机构）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第三方机构提供与

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相关的文件、资料、数据，相关信

息、资料应当真实、准确、完整。银行业第三方机构应当勤

勉尽责、恪尽职守，按照相关业务规则开展合作或者提供服

务。 

前款规定的银行业第三方机构是指为银行业金融机构

提供资产评估、资信评级、信息科技、征信、审计、会计、

法律等服务的机构。 

第五十条（银行业第三方机构管理措施） 银行业第三方

机构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情节严重的，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可以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暂停或者停止与其开展

合作。 

第五十一条（信息科技服务规则） 银行业第三方机构为



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信息科技服务的，应当符合国家及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业务

的有关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采取本法第五十三条

规定的措施，对提供信息科技服务的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第五十二条（不得虚假陈述）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等银行业第三方机构接受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委托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评估报

告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不得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第五十三条（现场检查措施）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

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 

（一）进入机构进行检查； 

（二）询问相关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

说明； 

（三）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数据，

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数据予以封存、

扣押； 

（四）检查相关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的系

统。 

进行现场检查，应当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

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

和检查通知书；检查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和检



查通知书的，相关机构和人员有权拒绝检查。 

第五十四条（委托专业机构）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

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可以委托或者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委托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机构对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内部控制状况、资产价值、业务

合规情况等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第五十五条（日常监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

行职责的需要，可以采取监管谈话、风险提示、提出监管意

见等措施。  

第五十六条（信息披露）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

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会计报

告、风险管理状况、股权信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其他履行重要职责的人员变更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等信息。 

第五十七条(监管强制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审

慎监管规则、行为监管规则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损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区别情形，采取下

列措施： 

（一）限制或者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

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 

（二）限制分配红利，限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其他履行重要职责的人员支付报酬、提供福利； 

（三）限制资产转让、重要资本性支出或者在资产上设

定其他权利； 

（四）限制或者要求降低风险资产的规模； 

（五）调整监管指标要求； 

（六）对资本工具进行转股或者减记； 

（七）责令补充资本； 

（八）责令有关股东限期转让股权或者限制其权利； 

（九）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履行重要职责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纪律处分； 

（十）责令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履行

重要职责的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 

银行业金融机构整改后，应当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

交报告。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验收，符合有关审慎监管规

则、行为监管规则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解除对

其采取的前款规定的有关措施。 

第五十八条(股东监管强制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滥用股东权利或者控制地位，严重损害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者情节特别严

重的，可以责令其转让股权、禁止其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 



前款规定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按照要求改正违法行

为、转让股权前，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 

第五十九条（股权转让强制执行）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关

股东、实际控制人限期未完成股权转让的，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十条(早期干预) 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监管指标

异常波动、经营管理情况恶化等重大风险或者存在重大风险

隐患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情形，采取本法第五

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措施。 

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派出工

作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划拨资金、处置资产、调配人员、

使用印章、订立以及履行合同等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管控。 

第六十一条（接管及机构重组） 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或

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

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该银行业金融机

构实行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接管和机构重组依照有关法

律和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第六十二条（接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决定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接管的，应当组织成立接管组，行使

被接管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权，接管组负责人行使被

接管银行业金融机构法定代表人职权，被接管机构的股东会

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停止履行职责。 



第六十三条（接管组职责）  接管组自接管之日起履行

下列职责： 

（一）接管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负责被接管机构的日常经营管理； 

（三）代表被接管机构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

序； 

（四）委托其他专业机构经营被接管机构全部或者部分

业务； 

（五）清查被接管机构的财产，依法保全、追收资产； 

（六）提出被接管机构风险处置方案； 

（七）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要求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六十四条（接管措施） 接管期间，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停止发放、提前收回被接管机构对其股东、实际

控制人等关联方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资金； 

（二）处置资产、负债和业务； 

（三）撤销被接管机构的分支机构，停止部分或者全部

业务； 

（四）依法对股东权益进行调整；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六十五条（债权人、股东权益保护） 采取本法第六十

四条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措施，债权人所获得的清偿比例



不低于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对股东权益

的调整应当公平、公正。 

第六十六条（行政重组）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接管组可以采取注资、股权重组、债务重组、资产重

组、合并等方式对被接管机构进行重组。 

第六十七条（行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 存款保险基金、

信托业保障基金等行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提供担

保、阶段性持股、收购风险资产、损失分摊等方式参与风险

处置。 

第六十八条（破产申请）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

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    

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其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

请前，应当取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六十九条（撤销）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经

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公

众利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销。 

第七十条（对人员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被接管、重

组、撤销或者出现重大风险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有权要求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其他工作人员，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履行

职责。 

在接管、机构重组、撤销清算期间，或者出现重大风险



时，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对直接负责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履行重要职责的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履

行重要职责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出境将对国家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决定不准其出境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执行； 

（二）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财产或者对其财

产设定其他权利。 

第七十一条（账户查询冻结权）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负责人批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查询涉嫌金融违法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关联行为人的账户；对

涉嫌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人批准，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 

第七十二条（相关调查权）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

责人批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与涉嫌违法事项有关

的单位和个人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场所调查取证； 

（二）询问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其对有关情况作出

说明； 

（三）查阅、复制有关财务会计、财产权登记等文件、

资料、数据； 

（四）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毁损或者伪造的文件、资



料、数据，予以封存、扣押。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采取前款规定措施，调查人员不得

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调查通知书；调查人员少

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和调查通知书的，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有权拒绝。对依法采取的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

合，如实说明有关情况并提供有关文件、资料、数据，不得

拒绝、阻碍和隐瞒。 

第七十三条（封存扣押冻结解除措施） 根据本法第五十

三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采取封存、扣押、冻结措

施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解除情形，应当及时予以解

除。 

第七十四条（当事人承诺）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进行现

场检查、调查期间，当事人书面申请，承诺在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认可的期限内纠正涉嫌违法行为，赔偿相关损失，消

除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中止

检查、调查。当事人履行承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

决定终止检查、调查；未履行承诺或者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应当恢复检查、调查。 

$

%7'$$893: 

第七十五条(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罚则)  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

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和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的； 

（二）违反规定进行现场检查的； 

（三）未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报告突发事件的； 

（四）违反规定查询账户或者申请冻结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采取措施或者处罚的； 

（六）违反本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

行调查的； 

（七）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其他行为。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贪污受

贿，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权限和程序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因不可控制或者难以预见

的因素发生不利后果的，免于承担法律责任。 

第七十六条（取缔条款） 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

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部门予以取缔；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一百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

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处



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七条（准入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

之一，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

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或者逾

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金融许可证；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未经批准变更、终止的； 

（三）未经批准开展重大股权投资、发行资本工具的； 

（四）违反规定从事未经批准的业务活动的；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履行重要职责

的人员未经任职资格审查履职的。 

第七十八条（违法行为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

情形之一，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

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或者

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金融许可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二）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

件、资料、数据的； 

（三）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四）严重违反审慎监管规则、行为监管规则的； 

（五）违反规定向境外提供文件、资料、数据的； 

（六）拒绝执行本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措施的。 

第七十九条（资料报送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银行业第三方机构不按照规定报送、提

供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数据的，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

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条（人员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直接负责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履行重要职责的人员或者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除依照本法对该单位给予处罚外，还可以区别不同情形，

对上述人员采取下列措施： 

（一）警告； 

（二）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三）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

其他履行重要职责的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 

（四）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



他履行重要职责的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

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第八十一条（人员双罚）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除依照本法对该单位给予处罚外，

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履行

重要职责的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本法第八十条

规定的措施： 

（一）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违法情形的； 

（二）严重违反审慎监管规则或者行为监管规则，导致

刑事案件、重大风险或者严重损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

益的； 

（三）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四）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文

件、资料、数据的； 

（五）违反规定向境外提供文件、资料、数据的。 

第八十二条（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罚则） 银行业金

融机构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

取得行政许可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撤销相关许可，

相关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再次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一百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处一百万元以



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依照前款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

损害的，不予撤销。 

第八十三条（股东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

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成为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二）未按规定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 

（三）未按规定如实说明股权结构，或者报告相关信息

的； 

（四）违反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的； 

（五）滥用股东权利或者控制地位，损害银行业金融机

构、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六）拒绝执行本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措

施的； 

（七）其他违反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行为。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有前款行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给



予警告，或者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四条（从业人员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

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区别不同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警告； 

（二）处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三）取消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 

（四）禁止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第八十五条（信息科技机构罚则） 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

供信息科技服务的机构，违反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由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业务收入，并处业务收入

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二

十万元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六条（虚假陈述罚则）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等银行业第三方机构违

反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没收业务收入，并处业务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

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八十七条（阻碍监管罚则） 阻碍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检查、调查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八条(处罚时效)  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

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

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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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九条（名词解释）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主要股东，是指持有或者控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或者表决权，或者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

额不足百分之五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

的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

安排，能够实际支配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为的人。 

第九十条（政策性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适用）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的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一条（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适用） 对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银行



业金融机构、外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监督管理，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二条（时间效力）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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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

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

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

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

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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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监管范围）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

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 

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第三条（监管范围）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

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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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

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

适用本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的规定。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对经

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前二款金融机构在境

外的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本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PQRSTU1VWXYRST金融租赁

公司、Z[\]RST^_\]RST`abcRST5

XRST\]d=edRSf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设立的金融机构。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对经

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01金融机构在境

外的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条（监管目标） 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

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 

银行业监督管理应当保护银行业公平竞争，提高银行

业竞争能力。 

第四条（监管目标） 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

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g

h?@ABijbk+lmO 

银行业监督管理应当保护银行业公平竞争，提高银行

业竞争能力。 

第四条（监管原则）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

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 

第五条（监管原则）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

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 

第五条（依法履行职责)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

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受法律

第六条（依法履行职责)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

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受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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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

涉。 

保护。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

涉。 

第六条（信息共享机制）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

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第七条（信息共享机制）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

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第七条（跨境监管合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

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 

第八条（跨境监管合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

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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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派出机构授权）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九条（派出机构授权）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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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在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范围内，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九条（监管工作人员专业要求） 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任职相适应

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 

第十条（监管工作人员专业要求） 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与其任职相适应

的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 

第十条（监管工作人员行为准则） 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不

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的利益，不得在金融机构等企

业中兼任职务。 

第十一条（监管工作人员行为准则） 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

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的利益，nb��不得在金

融机构等企业中兼任职务。 

第十一条（监管保密规定）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

作人员，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其监督管理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守秘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交流监督管理信息，应当就信息保密

作出安排。 

第十二条（监管保密规定）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

作人员，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并有责任为其监督管理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当事人保守秘密。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交流监督管理信息，应当就信息保密

作出安排。 

第十二条（监管权力监督）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应当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

部监督制度。 

第十三条（监管权力监督）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应当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建立监督管理责任制度和内

部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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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配合和协助）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处

置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查处有关金融违法行为等监督管

理活动中，地方政府、各级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和协助。 

第十四条（配合和协助）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m

监督管理活动，地方政府、各级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和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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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外部监督） 国务院审计、监察等机关，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对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活动

进行监督。 

第十六条（外部监督）  2¯T°±等机关，应当依

照法律规定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督。 

+7-$$123489$ +7-$$123489$

第十五条（规章规则制定权）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 

第十七条（规章规则制定权）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发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 

第十六条（市场准入）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 

第十八条（市场准入）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

构²³´µpq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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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股东审查） 申请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

或者银行业金融机构变更持有资本总额或者股份总额达

到规定比例以上的股东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

当对股东的资金来源、财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和诚信状

况进行审查。 

第二十二条（股东审查） "申请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

或者银行业金融机构变更AÅÆÇTÈÉÊCG的，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股东、ÈÉÊCG的资金来源、财

务状况、资本补充能力、Æ$Øq和诚信状况f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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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业务审批） 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

的业务品种，应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审查批准或者备案。需要审查批准或者备案的业务品种，

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

定并公布。 

第二十三条（业务审批） /01\]pq£¤x/0

12345pq¥���+1Yëþ{)Í1Y��O"

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应当按照规

定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或者备案。需要审查批

准或者备案的业务品种，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

照法律、行政法规作出规定。 

第十九条（特许经营） 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

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第二十四条（特许经营） 未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T0�����+³Ñß,批准，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业务活动。 

第二十条（任职资格）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

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第二十五条（任职资格）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

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T2ÍT高级管理人员z³Ñ�0Ò

Å��+GÐ实行任职资格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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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审批时限）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对下列申请事项作出批准或者不批

准的书面决定；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

起六个月内；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

和增加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三

个月内； 

  （三）审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自收到

申请文件之日起三十日内。 

第二十七条（审批时限）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

在规定的期限，对下列申请事项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

面决定；决定不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ïð>�1523456Ë

78{>/01\]pq+�1>�152345697

8{Á"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变更、终止Tl0dL6%，

自15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 

'Ä./01\]pq´µpq+·¸>�1523

456à78{>/01\]pq´µpq+ñòz:

;>�1523456Ä78{Á"

'Ë./01\]pqÒ#Æ$ed>�15234

56à78{Á"

'�.审查董事、2ÍT高级管理人员和³Ñ�0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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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GÐ的任职资格，自15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 

第二十一条（监管规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

营规则，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也可以由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 

前款规定的审慎经营规则，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

易、资产流动性等内容。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 

第二十八条（监管规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

遵守审慎24规则z0î24�<>包括RS×5T风险

管理、内部控制、dL45、关联交易、1Yâ=T^_

+$N�FT��×5T>?0î等内容。 

前款规定的审慎24规则和0î24�<由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也可以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制定。 

!"#" $%�¶&'ÆÇBY."/01\]pq+AÅÆ

ÇTÈÉÊCG£¤@A�BCDTPäEFf��T0

���z;Yo/012345pq+��>vwGHÆ

Ç$M*+ÊC÷I>JK/01\]pqTLMGz³

ÑNO+¾�$NO"

"

!"# 

$Ä�&'ÆÇPdBY."/01\]pq+AÅ

ÆÇ£¤¥��0PdBY>QH��d\Pd>vwR

1ÑGSQ)�/01\]pq+Æ$>��T0���T

;Yo/012345pq����+�uO 

!"# $Ä�¼&'AÅÆÇÆ$PäTUBY."/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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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非现场监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

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

场监管，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

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 

第三十六条（非现场监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

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

场监管，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

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 

第二十四条（现场检查）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

查。 

第三十七条（现场检查）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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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制定现场检查程序，

规范现场检查行为。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制定现场检查程序，

规范现场检查行为。 

第二十五条（并表监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并表监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

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人民银行监管建议） 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对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建议，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 

第三十九条（人民银行监管建议） 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对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

的建议，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  

第二十七条（监管评级）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评级体系和风险预

警机制，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级情况和风险状况，确

定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范围和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四十条（监管评级）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

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根

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级情况和风险状况，确定对其现场

检查的频率、范围和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Ë�¼&'� z�¡±¢.""/012345p

qK��0��+¢Å>�$Åá/01\]pqC�z

Èã� z�¡±¢O"

第二十八条（突发事件处置）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应当建立银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岗位责任制

度。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银行业风

第四十二条（突发事件处置）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应当建立银行业突发事件的发现、报告岗位责任制

度。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发现可能引发系统性银行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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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负责人认为需要向国务院报告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

报告，并告知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 

险、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负责人认为需要向国务院报告的，应当立即向国务院

报告，并告知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 

第二十九条（部委协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建

立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制度，制定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

案，明确处置机构和人员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

及时、有效地处置银行业突发事件。 

第四十三条（部委协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应当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建

立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制度，制定银行业突发事件处置预

案，明确处置机构和人员及其职责、处置措施和处置程序，

及时、有效地处置银行业突发事件。 

第三十条（统计数据）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计数据、报表，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第四十四条（统计数据）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计数据、报表，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 

第三十一条（自律组织）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对银行业自律组织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银行业自律组织的章程应当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备案。 

第四十五条（自律组织）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

银行业自律组织的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银行业自律组织的章程应当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备案。 

第三十二条（国际交流合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可以开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

第四十六条(国际交流合作）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可以开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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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资料报送义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

报送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经

营管理资料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第四十八条（资料报送义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

报送XY@±TUTè±T.¬²³Ñ�bâ45��+

��Td�T��O 

/012345pqK��0��+¢Å>�$Åá

/01\]pq+AÅÆÇTÈÉÊCG������T

d�T��O 

/01\]pq²³AÅÆÇTÈÉÊCG�/0

12345pqT«*+��+��Td�T��>£

¤¬ÈT�^TÝý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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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现场检查措施）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根据审慎监管的要求，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 

（一）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 

（二）询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

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检查事项有关的

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

予以封存； 

（四）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

数据的系统。 

进行现场检查，应当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

准。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

法证件和检查通知书；检查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

第五十三条（现场检查措施）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现场检查： 

（一）进入机构进行检查； 

  （二）询问/�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

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T��予

以封存T�Ð； 

（四）检查/�机构运用电子计算机管理业务数据的

系统。 

进行现场检查，应当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

准。现场检查时，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

法证件和检查通知书；检查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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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和检查通知书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权拒绝检查。 证件和检查通知书的，/�机构zGÐ有权拒绝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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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日常监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

履行职责的需要，可以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进行监督管理谈话，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就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风险管理的重

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五十五条（日常监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

履行职责的需要，可以À~24ÔÕTÛÜ�ÖT�P2

4sÈfìãO""

 

第三十六条（信息披露）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

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

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以及

其他重大事项等信息。 

第五十六条（信息披露）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

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财务

会计报告、风险管理状况、Æ$PäT董事T2ÍT高级

管理人员z³Ñ�0ÒÅ��+GÐ变更以及其他重大

事项等信息。 

第三十七条(监管强制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

审慎经营规则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

第五十七条(监管强制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

审慎24规则、0î24�<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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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派出机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

为严重危及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损害存款人和

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

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区别情形，采取下列

措施： 

（一）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 

（二）限制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 

  （三）限制资产转让； 

（四）责令控股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有关股东的权

利； 

（五）责令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 

（六）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整改后，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提交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经验收，符合有关审慎

经营规则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解除对其采取

的前款规定的有关措施。 

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损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

权益的，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区别情

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C*+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业务，

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 

（二）限制分配红利，×C�ÌÍT2ÍTÎÏ45

GÐz³Ñ�0ÒÅ��+GÐµØTÙT��ÚM； 

（三）限制资产转让TÒÅdLÍµP*+xd=Û

·�³Ñ$M； 

'Ë.×C*+ÅáÜÝÛÜd=+�ÞÁ"

'�.|ý24jßÅáÁ 

'à.¹dL6%h0àÆ*+áÊÁ"

'í.�¼âãdLÁ"

'ÿ.责令��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³权利；"

'¶.�¼/01\]pq¹ZR��+ÌÍT2ÍT

ÎÏ45GÐT³Ñ�0ÒÅ��+GÐz³ÑZR�Ó

GÐä«c��´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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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调整董事、2ÍT高级管理人员z³Ñ�

0ÒÅ��+GÐ或者限制其权利。 

银行业金融机构整改后，应当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提交报告。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验收，符合有关审慎2

4规则T0î24�<的，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三日内

解除对其采取的前款规定的有关措施。 

"

!"# 

$��ÿ&åÆÇ24æCìãç"/01\]pq+

AÅÆÇTÈÉÊCGGHÆÇ$M*+ÊC÷I>»Ò

JK/01\]pqTLMGz³ÑNO¾�$N+>/

012345pq£¤�¼×�"èÁé�n"è*+h

ºêë»Ò+>a¬�¼³àìÆ$T�;³ed/01

\]pqO"

´M��+AÅÆÇTÈÉÊCG±²Åá"è��

0îTàìÆ$´>/012345pqa¬×C³ÆÇ

$MO"

!"#" $��¶&'Æ$àìæCí0."/01\]pq

��ÆÇTÈÉÊCG×�nÝîÆ$àì+>/012

345pqa¬23GH�oæCí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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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à�&åï�ð©ç" /01\]pqPÁ24j

ßñòó�Tbâ45hiôgfÒ#ÛÜ*+LxÒ#

ÛÜõö+>/012345pqa¬÷ëhú>À~L

�$��í&z$��ÿ&��+ìãO"

K��0��+¢Å>/012345pqa¬øP

67ø>¹/01\]pq¢ùd\T�¡d=T|úG

ÐTQHû¿Tü¸¬²�0¾rfbâ45��h04

ÊO"

第三十八条（接管及机构重组） 银行业金融机构已

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

法权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该银行

业金融机构实行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接管和机构重组

依照有关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第六十一条（接管及机构重组）  银行业金融机构已

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

法权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该银行

业金融机构实行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接管和机构重组

依照有关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

!"#"

$à�%&'R4."";Yo/012345pqý

�¹/01\]pqh0R4+>£¤øùî¸R4ø>

0Q�R4/01\]pq+bâ45$>R4ø��G

0Q�R4/01\]pq��-.G�$>�R4pq

+ÆÇ@*+ÆÇ#@TÌÍ@T2Í@¾;�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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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à�Ä&'R4ø��.""R4ø�R4456�

0º¦��»"

""""'¼.R4X=Tû¿zþÿT�Éfd�Á"

'%.���R4pq+5òbâ45Á"

'Ä.-.�R4pq!"#$T%&*+³Ñ��

À�Á"

'Ë.SQ³Ñr1pqbâ�R4pqÚß*+ß

´1YÁ"

'�.'}�R4pq+X=>¥��ÚT©�d=Á"

'à.�P�R4pqÛÜ�¡`(Á"

'í.;Yo/012345pqÅá�0+³Ñ�

�O 

"

!"#"

 

$à�Ë&'R4ìã."R4��>;Yo/01

2345pq�$À~¬ºìã»""

'¼.¾;l)T�´���R4pq¹³ÆÇTÈ

ÉÊCGf�B`��+*M²³Ñ+Pd\Á"

'%.�¡d=T�,z1YÁ"

'Ä.-=�R4pq+´µpq>¾;ß´*+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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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1YÁ"

'Ë.¥�¹ÆÇ$Nh0|ýÁ 
'�.��T0�����+³ÑìãO"

"

!"#"

"

$à��&',$GTÆÇ$N�F."À~L�$

à�Ë&$%óT$Ëó��+ìã>,$G¡.w+'

/01vÝ¿¥²}='ªÀ�¡b.w+'/01>¹

ÆÇ$N+|ý£¤R2TRèO"

"

!"#"

"

$à�à&'0�Òø."b;Yo/012345p

q��>R4øa¬À~ÂdTÆ$ÒøT,YÒøTd

=ÒøT¾üf`û¹�R4pqh0ÒøO"

!"#" $à�í&'01� �\45pq."LM�Ü�

\TPQ1� �\f01� �\45pqa¬34�

�5�T67Í)ÆT�8ÛÜd=TJ9´:f`û!

�ÛÜ�¡O 

"

!"# 

$à�ÿ&'}=23.";Yo/012345pq

a¬�GH�o23/01\]pq}=O""""

/01\]pq*+³,$G�GH�o�P}=

23´>£¤~w;Yo/012345p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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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撤销）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

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

害公众利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

销。 

    第六十九条（撤销）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

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

害公众利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

销。 

第四十条（对人员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被接管、

重组或者被撤销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要求

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作人

员，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要求履行职责。 

在接管、机构重组或者撤销清算期间，经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出境将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通知出境管理

机关依法阻止其出境； 

（二）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财产或者对其

财产设定其他权利。 

第七十条（对人员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被接管、

重组、撤销*+PÁÒ#ÛÜ]>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有权要求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2ÍT高级管理

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

要求履行职责。 

在接管、机构重组、撤销清算期间，*+PÁÒ#Û

Ü]>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对直接

负责的董事、2ÍT高级管理人员、³Ñ�0ÒÅ��+

GÐ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直接负责的董事、2ÍT高级管理人员、³Ñ

�0ÒÅ��+GÐ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出境将对国家

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ý�v�³Ptü3�;H45p

qí0； 

（二）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转让财产或者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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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设定其他权利。 

第四十一条（账户查询冻结权）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有权查询涉嫌金融违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以及关联行为人的账户；对涉嫌转移或者隐匿

违法资金的，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申

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 

第七十一条（账户查询冻结权）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负责人批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查询涉嫌金融

违法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关联行为人的

账户；对涉嫌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经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 

第四十二条（相关调查权）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

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时，经设区的市一级以上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对与涉嫌违法事项有

关的单位和个人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其对有关情况作

出说明； 

（二）查阅、复制有关财务会计、财产权登记等文件、

资料； 

（三）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毁损或者伪造的文件、

资料，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采取前款规定措施，调查人员不

第七十二条（相关调查权）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负责人批准，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与涉嫌违法事项

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采取下列措施： 

'¼.h§<=��0îj¡|}~�Á"

（二）询问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其对有关情况作

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有关财务会计、财产权登记等文件、

资料T��； 

（四）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毁损或者伪造的文件、

资料、��，予以>LT�Ð。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采取前款规定措施，调查人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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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调查通知书；调查人

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和调查通知书的，有关单

位或者个人有权拒绝。对依法采取的措施，有关单位和个

人应当配合，如实说明有关情况并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调查通知书；调查人

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和调查通知书的，有关单

位或者个人有权拒绝。对依法采取的措施，有关单位和个

人应当配合，如实说明有关情况并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

$í�Ä&'>L�Ð?Øm�ìã."K�L�$�

�Ä&T$í�¼&T$í�%&>À~>LT�ÐT?

Øìã+>½¾/�������+m�hú>£¤²]

«¬m�O$

!"#$

$í�Ë&'¤ÍG@A."/012345pqh0

ÁjÂ}T|}��>¤ÍGÉB23>@Ax/012

345pqCa+�×{kè<=��0î>D//�J

9>̂ �JK*+vÕcd+>/012345pqa¬

ý�:;Â}T|}O¤ÍG�0@A+>/01234

5pqa¬ý�:;Â}T|}Án�0@A*+�;Y

o/012345pq��+³Ñhú+>£¤� Â

}T|}O$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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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罚则) 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

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和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的； 

（二）违反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的； 

（三）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报告突发事件的； 

（四）违反规定查询账户或者申请冻结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措施或者处罚

的； 

（六）违反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有关单位或者个人

进行调查的； 

（七）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其他行为。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贪污

受贿，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五条(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罚则)  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

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和业务范围内的业务品种的； 

（二）违反规定进行现场检查的； 

（三）未依照本法第Ë�%条规定报告突发事件的； 

（四）违反规定查询账户或者申请冻结资金的； 

（五）违反规定采取措施或者处罚的； 

（六）违反本法第í�%条规定对有关单位或者个人

进行调查的； 

（七）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其他行为。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从事监督管理工作的人员贪污

受贿，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012345pq67GÐ±²��T0����

�+$×zÀ��02345��>tvaÊC*+E¬

©È+tFlfvMGH+>I¿@5���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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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取缔条款） 擅自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

或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没

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

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七十六条（取缔条款）! "#$%&'()*+,

-者非法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由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T0�����+³Ñß,予以取

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¼JKL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M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¼JKL的，处¼JKL以上¼NKL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准入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未经批准变更、终止的； 

（三）违反规定从事未经批准或者未备案的业务活动

的； 

第七十七条（准入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M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五十万元的，处五十万元以上�JKL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

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的； 

（二）未经批准变更、终止的； 

'Ä.nb���mÒ#Æ$edTl0dL6%+Á"

（四）违反规定从事未经批准的业务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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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 '�.ÌÍT2ÍTÎÏ45GÐz³Ñ�0ÒÅ�

�+GÐnbÓ�dÔ°}��+O 

第四十六条（违法行为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

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

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任职资格审查任命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二）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三）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

文件、资料的；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五）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 

（六）拒绝执行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措施的。 

第七十八条（违法行为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w+>O���¡w>��¡w��KL¬Û+>并处�

�¡w¼M¬Û�M以下罚款ÁO���¡w*+��¡

wv��KL+>���KL¬Û�JKL¬º�MÁ

情节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

其\]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或者阻碍非现场监管或者现场检查的； 

（二）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报表、报告等

文件、资料、��的； 

（三）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的； 

（四）严重违反审慎24规则T0î24�<+Á"

'�.�����tu����Td�T��+Á"

（六）拒绝执行本法第��í条规定的措施的。 

第四十七条（资料报送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按

照规定提供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由银行业监督管

第七十九条（资料报送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²³

AÅÆÇTÈÉÊCGT/01$Ä`pq不按照规定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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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

以下罚款。 

«T提供报表、报告等文件、资料、��的，由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hº»Ò+>处%

�KL¬Û%JKL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人员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的，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除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七条规定处

罚外，还可以区别不同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

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

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

作。 

第八十条（人员罚则）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银行业监督管理规定，ZR��+

ÌÍT2ÍTÎÏ45GÐT³Ñ�0ÒÅ��+GÐ*

+³ÑZR�ÓGÐ���¡w+>O���¡wO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除依照本法¹PQIä«处罚外，还可以

区别不同情形，¹ÛÆGÐ采取下列措施： 

'¼.RUÁ"

（二）处五万元以上¼JKL以下罚款；"

（三）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2ÍT高级管理人员*

+³Ñ�0ÒÅ��+GÐ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

格；"

（四）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2ÍT高级管理人员、

³Ñ�0ÒÅ��+GÐ*+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

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 $ÿ�¼&'GÐS�."/01\]pq�º¦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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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阻碍监管罚则） 阻碍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检查、调查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七条（阻碍监管罚则） 阻碍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检查、调查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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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政策性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适用）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的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第九十条（政策性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适用）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的监督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第五十一条（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适用） 对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外合资

第九十一条（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适用） 对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外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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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监督

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监督

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五十二条（时间效力） 本法自 2004 年 2月 1日

起施行。 

第九十二条（时间效力）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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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健全金融法治的决策部署，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提升

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银保监会持续推动《中华人

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下简称《银行业监督管理

法》）修改工作，在深入研究论证、总结国内外经验、广泛征

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说

明如下： 

%&'()*+$

现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共 6 章 52 条，于 2004 年 2

月实施，2006 年进行过一次修改，增加相关调查权规定。《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确立了银保监会的法定地位和职责，确定

了监管目标和原则，界定了监管对象和范围，明确了监管措

施和法律责任，是银保监会履行银行业监督管理职责的基本

法律依据。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作为一部专门的监管法，体现了

我国建立完善专业化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实践需要，具有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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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性、专业性，其颁布实施为推进银行业稳健运行、整

治银行业市场乱象、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法

律保障。《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同时，能够

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其立法体例和具体内容符合有效银

行监管核心原则等国际监管标准，是建立审慎监管规则体系

的法律基础，是银保监会独立履职、依法监管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随着银行业对外开放和创新的不断深入，银行

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持续增长，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部分规定相对滞后，某些重要领域存

在空白，难以满足监管实践的需要。一是对银行业金融机构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监管力度不够，事中监管、事后惩

戒依据不足。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的相

关规定过于原则，存在早期干预机制不完善、缺少有效处置

工具等突出问题。三是金融违法成本偏低。银行业违法违规

活动日益复杂，现行法律责任覆盖面有限，处罚力度不足，

调查手段较为单一。因此，有必要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进行修改，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完善监管机制，提升监管

质效。 

,&-./0$

本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总结和巩固近年来银行业监管

经验和改革成果，着力解决银行业监管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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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银行业监管和发展提供法治支撑。修改工作主要把握

以下几点原则： 

一是坚持与时俱进，弥补制度短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适应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充分考虑未来一段时期银行业改革

发展及监管面临的形势任务，从立法、执法等层面破解可能

遇到的瓶颈问题，为推进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总结监管经验和实

践成果，将成熟做法和重要规范及时上升为法律规定。对于

实践经验尚不成熟又有立法必要性的，先作出原则性规定，

为银行业改革发展和依法监管预留制度空间。 

三是坚持依法行政，推进简政放权。按照依法行政的基

本精神，体现和巩固银保监会“放管服”改革工作成果，确

保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监管权力。坚持放管结合，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金融监管效率。 

四是坚持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我国银行业发

展和监管实际，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最新标准和良好做法，

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成果，不断完善我国

银行业监管制度。 

1&2*'(34$

（一）完善制度建设，实现监管全覆盖 

一是加强股东监管。将机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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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范围，建立事前准入审批、事中持续监管、事后处置处

罚的全流程监管制度。二是增加对银行业第三方机构的监管

授权。明确勤勉尽责义务，授权监管机关有权要求其报送信

息资料。三是增加域外适用条款。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全

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增加域外适用条款，明确跨

境信息提供的基本规则。 

（二）健全处置机制，提升风险识控前瞻性 

完善风险处置机制，从日常监管、早期干预、接管和破

产清算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增强处置工作前瞻性、及时性

和有效性。一是完善监管强制措施。新增限制风险资产规模、

调整监管指标要求等措施，提高现行条款操作性。二是建立

早期干预机制。增加机构建立恢复和处置计划规定，增加早

期干预措施，提高处置主动性和市场化水平。三是完善接管

和市场退出机制。明确接管组的法律地位，细化接管组的法

定职责，增加具体接管措施，做好接管与破产程序的有序衔

接。 

（三）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一是完善审慎监管规则，加强行为监管，覆盖公司治理、

业务营销、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内容。二是增加从业人员的监

管规定和罚则，解决人员单罚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三是提

高违法成本。扩大法律责任覆盖面，提高罚款幅度。衔接新

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明确罚没并举，强化震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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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监管能力，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要求 

一是总结简政放权成果，明确许可条件、项目和时限等。

二是完善监管体系建设。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增加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监管目标。增加监管

机关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审计、评估的规定，强化金融监管的

专业化支持。三是加强履职保障，强化监管问责，树立依法

履职、从严监管、精于监管的工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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