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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协助托管银行

冻结、解冻、划转、划回违约客户证券业务指南 

 

一、 业务说明 

为协助托管银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办理冻结、解冻、划转、划回违约客户证券

业务，根据《中国结算协助托管银行冻结、解冻、划转、划回违约客

户证券的业务流程》，制定本指南。 

申请人按本指南要求，到现场办理或以邮寄方式向本公司资金交

收部提交书面文件办理此类业务，本公司暂不接受传真或扫描件。 

申请人对其提供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

负责，本公司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因申请人提供的申

请材料不符合上述要求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二、 冻结业务。 

(一) 申请人办理违约客户证券冻结业务应提交以下材料： 

1、冻结违约客户证券申请表（格式见附件 1）； 

2、违约客户同意托管银行向本公司申请冻结其证券账户内相应

证券的《书面函件》，或托管银行与客户签署的《结算协议（客户）》

（原件 1份，验后返还；复印件 1份并加盖托管银行资产托管部门公

章或授权业务印章）； 

《结算协议（客户）》中须包含以下内容：客户知晓并同意，当

客户对托管银行发生资金交收违约时，托管银行有权向本公司申报冻

结客户证券账户内与违约资金等额的证券，申报冻结证券的证券品

种、数量可由托管银行确定。本公司仅根据托管银行申报的证券品种、

数量办理相应冻结。托管银行未基于客户的真实交易、交收情况向本

公司申报冻结证券的，由托管银行负责对客户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

失和法律责任。 

3、营业执照复印件（已通过最近年度年检）、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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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4）、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属于复印件材料的，均需加盖托管银行资

产托管部门公章或授权业务印章。 

(二) 冻结业务注意事项： 

1、可冻结证券的种类。可用于冻结的客户证券应是违约客户证

券账户内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且权利未受限制的证券。 

2、可冻结证券的数量。申请人申请冻结的证券数量不超过审核

通过日日终该证券账户由申请人托管的证券余额的，可冻结证券的数

量以申请冻结的证券数量为准；否则，可冻结证券的数量以证券账户

余额为准。 

3、证券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冻结后，若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

机关等法定有权机关要求对该笔证券采取冻结、解冻、扣划等强制措

施的，本公司依法予以协助。 

三、 解冻业务。 

(一) 申请人办理违约客户证券解冻业务应提交以下材料： 

1、解除违约客户证券冻结申请表（格式见附件 2）； 

2、营业执照复印件（已通过最近年度年检）、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4）、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属于复印件材料的，均需加盖托管银行资

产托管部门公章或授权业务印章。 

(二) 解冻业务注意事项： 

1、可解冻证券的种类。可用于解冻的客户证券应是申请人冻结

的违约客户证券。 

2、可解冻证券的数量。申请解冻的证券数量不能超过审核通过

日日终该证券账户由申请人冻结的证券数量；否则，申请无效。 

四、 质押券划转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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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请人办理违约客户的质押券划转业务应提交以下材料： 

1、划转（划回）违约客户证券申请表（格式见附件 3）； 

2、违约客户同意托管银行向本公司申请划转其证券账户内相应

质押券的《书面函件》，或《结算协议（客户）》（原件 1 份，验后返

还；复印 件 1份并加盖托管银行资产托管部门公章或授权业务印章）； 

托管银行与客户签署《书面函件》须包含以下内容：违约客户同

意将其已提交入库的回购质押券（包括券种、数量）划入托管银行的

证券处置账户。 

托管银行与客户签署《结算协议（客户）》须包含以下内容：客

户知晓并同意，当客户质押式回购应付资金不足且对托管银行发生资

金交收违约、但托管银行未对本公司交收违约的情况下，托管银行有

权向本公司申报将违约客户的回购质押券划转至托管银行的证券处

置账户，申报划转的质押券品种、数量可由托管银行确定。本公司仅

根据托管银行的申报办理相关质押券的划转。托管银行未基于客户的

真实交易、交收情况向本公司申报划转的，由托管银行负责对客户承

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和法律责任。 

3、营业执照复印件（已通过最近年度年检）、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4）、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属于复印件材料的，均需加盖托管银行资

产托管部门公章或授权业务印章。 

4、证券处置账户开立申请表（格式见附件 4），已开立证券处置

账户的申请人不需提交此项文件。 

(二) 质押券划转业务注意事项 

1、本业务中的质押券指违约客户用于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质押

式回购业务的回购质押券。 

2、本公司接受质押券划转申请后，于审核通过日日终检查质押

券划出方的证券账户相关证券余额和质押券可出库额度。申请划转的

质押券数量不应超过划出方的证券账户相关证券余额，同时申请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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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押券折合成标准券的数量，不应超过其质押券可出库额度；否则 ，

本公司将按照实际可划转量为申请人做部分质押券划转。 

3、质押券仅可划转至申请人的证券处置账户。 

4、质押券划转业务中，申请人及违约客户需缴纳的印花税、过

户登记费等税费（相关税费依照对应证券品种非交易过户的现行收取

标准），本公司于审核通过日从申请人指定的一个的备付金账号中扣

除。申请人代违约客户缴纳的税费由其自行向违约客户追偿。 

五、 证券划回业务。 

(一) 申请人拟将原划入证券处置账户的违约客户回购质押券返

还给客户的，可申请办理证券划回业务并提交以下材料： 

1、划转（划回）违约客户证券申请表（格式见附件 3）； 

2、营业执照复印件（已通过最近年度年检）、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5）、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属于复印件材料的，均需加盖托管银行资

产托管部门公章或授权业务印章。 

(二) 证券划回业务注意事项 

1、本业务中所划回的证券仅指申请人在质押券划转业务中从违

约客户证券账户中划出的相关证券及其孳生的证券类权益，同时 证券

划回的过入方账户应为原过出证券账户。 

2、本公司接受证券划回申请后，于审核通过日日终检查划出方

证券账户的可供划转证券余额。申请人申请划回的证券数量不超过审

核通过日日终该证券账户的可供划转证券余额的，本公司按申请人的

申请数量做证券划回；否则，本公司将按照实际可供划转证券余额为

申请人做部分证券划回。 

3、税费缴纳。参见“四、（二）、4”。 

六、 业务办理流程： 

1、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至本公司资金交收部； 



5 
 

2、资金交收部会同客户服务部等相关部门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进行审核。 

3、审核通过的，本公司当日予以办理，并于次一工作日向申请

人反馈办理结果（邮寄或由申请人临柜领取）；审核不通过的，当日

向申请人反馈原因。 

七、 其他注意事项： 

1、涉及需要公告事项的，申请人与违约客户双方应当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冻结、解冻、划转、划回多只证券的，本公司按多笔业务办

理。  

3、业务接待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法定节假日、交易休市除

外）8:30-11:30，13:30-15:00。  

因需审核的业务材料较为复杂，且需公司多个部门协同处理，

14:00 以后资金交收部收到（邮寄方式以资金交收部签收邮件的时间

为准）的业务申请。可能无法在当日 15 点闭市前处理完毕，敬请谅

解和支持。 

4、本业务指南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业务咨询及联系电话： 

部门 联系电话 

资金交收部 25946005、25946004 

客户服务部 4008-058-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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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冻结违约客户证券申请表 

申请人名称  结算参与人代码  

违

约

客

户

信

息 

证券账户名称  
证券账户身份 

证明文件号码 
 

证券账户号  托管单元号 

 

冻

结

证

券

信

息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数量 股份性质 冻结方式 

    
冻结效力及于孳息

（指冻结原股、红

股、股息） 
    

    

申请人声明：我们已知晓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协助托管银行冻结、解冻、划转、划回违约客

户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定，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该业务；同时，承诺所提

供的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因提供的申请材料不符合上述承诺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们自

行承担。  

申请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代办人或经办人（签字）：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注：1、冻结证券为股票、债券、基金的，数量单位分别为股、张、份。 

2、股份性质（适用于股票，否则不填）：00-无限售流通股 、01-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注：含基金/QFII等）、03-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注：含机构/信托的理财产品等）、06-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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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解除违约客户证券冻结申请表 

申请人名称  结算参与人代码  

违

约

客

户

信

息 

证券账户名称  
证券账户身份 

证明文件号码 
 

证券账户号  托管单元号  

解

冻

证

券

信

息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数量 股份性质 是否解冻红利 

     

     

     

     

     

申请人声明：我们已知晓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协助托管银行冻结、解冻、划转、划回违约客

户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定，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该业务；同时，承诺所提

供的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因提供的申请材料不符合上述承诺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们自

行承担。  

申请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代办人或经办人（签字）：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解冻证券为股票、债券、基金的，数量单位分别为股、张、份。 

    2、股份性质（适用于股票，否则不填）：00-无限售流通股 、01-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注：含基金/QFII等）、03-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注：含机构/信托的理财产品等）、06-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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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划转（划回）违约客户证券申请表 

过

出

方 

名称  
证券账户身份 

证明文件号码 
 

托管单元号  证券账户号  

过

入

方 

名称  
证券账户身份 

证明文件号码 
 

托管单元号  证券账户号  

（
违
约
客
户
）
证
券
信
息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数量 股份性质 扣款结算账号 

    

     

    

申请人声明：我们已知晓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协助托管银行冻结、解冻、划转、划回违约

客户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定，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该业务；同时，承诺

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因提供的申请材料不符合上述承诺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

我们自行承担。  

过出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    

代办人或经办人（签字）：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注：1、划转证券为股票、债券、基金的，数量单位分别为股、张、份。 

2、股份性质（适用于股票，否则不填）：00-无限售流通股 、01-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注：含基金/QFII等）、03-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注：含机构/信托的理财产品等）、06-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3、本业务中所划回的证券仅指申请人在质押券划转业务中从违约客户证券账户中划出

的相关证券及其孳生的证券类权益，同时证券划回的过入方账户应为原过出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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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证券处置账户开立申请表 

结算参与人全称  

结算参与人编号 
 结算参与人 

批准文号 
中国结算函字〔   〕  号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证券处置账户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本公司现申请开立证券处置账户，并承诺遵守贵公司各项业务规章制度。 
 

结算备付金预留印签： 

 

 

    业务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填写 

资金交收部审核处理 客户服务部审核处理 

结算备付金账户号码 证券处置账户号码 

  

经办人： 

日期： 

 

 

盖章： 

 

经办人： 

日期：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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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授权单位（全称）：  

法定代表人：                 ， 男（女）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                     ， 男（女），现任职务：  

身份证号码：                    电话：  

兹委托            为我单位的代理人，全权代表我单位，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冻结、□解冻、□划转、□划回违约客户                    证

券的业务手续。受托人为办理上述事项所实施的法律行为和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单位均予

以承认。  

授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