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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CC 发布 2014 年度报告 

2015 年 4 月 13 日，DTCC 在其网站发布了 2014 年度报告，并对

报告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现编译如下： 

DTCC2014 年报深入描述了 DTCC 如何提出各项倡议，如何支持

金融服务行业适应复杂多变的业务和监管环境。 

此份题为“转型的力量”的年报，概述了 DTCC 的战略举措、取

得的成绩、财务表现和公司治理。 

“过去几年，金融服务行业经历着重大的财务困难、大规模的行

业整合和整顿，市场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董事长 Bob 

Druskin 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ike Bodson 在年报“致投资者的信”

部分表示，“展望 2015 年，我们有信心继续迈向正确的方向，执行正

确的战略，选择正确的团队，继续将 DTCC 的大胆设想引入金融服务

业，推动金融服务行业的转型，为 DTCC 的客户创造长久的价值”。 

2014：实施年 

2014 年，DTCC 实施了若干关键性的行动计划。其中一个最重要

的战略项目是 DTCC 检审了其法律主体和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和股

权结构。此项目持续了一年时间，最终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推

动 DTCC 满足更高的监管要求，在其旗下三个清算机构子公司被认定

为“系统重要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后，DTCC 将相应提升自身的资

本额。二是允许 DTCC 持有战略性的储备资本，当 DTCC 需要投资

开发新的对金融服务行业长远发展能够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大范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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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性服务时，该储备资本可以提供支持。 

其他重要进展包括：DTCC 面向 OTC 衍生品的“全球信息报告

库”已进一步扩展至欧洲、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风险

转化项目”的一部分，DTCC 开发了一个新的数据仓库，该数据仓库

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基础性支持。  

“DTCC 的客户同时也是 DTCC 的股东，客户与 DTCC 的利益

和目标是一致的”，Druskin 和 Bodson 说，“尽管如此，我们承诺采

用商业化理念对待我们的项目。DTCC 将明智地分配公司资源，保持

公司运作的敏捷高效。” 

合作助燃创新 

2014 年，DTCC 在几星期内相继设立了 Clarient™ Global LLC、

Soltra™和 DTCC-Euroclear Global Collateral Ltd 三个合资机构，创造性

和合作精神是这三个合资机构的共同催化剂。这三个合资机构将分别

提供以下服务：理顺、搜集和整理法律主体信息和文件的流程，提升

行业应对网络攻击的能力，以及使行业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

整合担保品资源。通过提供这些服务，DTCC 继续秉持了多年不变的

承诺，即为行业应对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提供支持。  

Druskin 和 Bodson 说，“展望未来，可以预见，DTCC 将与业界

同仁精诚合作，共同寻求解决方案，进一步降低行业运营成本，降低

行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将金融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减少至最低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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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通过该年报简介，可以看出：DTCC 的客户同时也是 DTCC 的股

东，客户与 DTCC 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尽管 DTCC 是一家公共

基础设施运营机构，但也注意采用商业化理念分配公司资源和保持公

司运作敏捷高效；DTCC 一直以降低行业运营成本，降低行业面临的

系统性风险，应对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将基础设施的重复投资减少

至最低水平为己任。作为与 DTCC 类似的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基础

设施服务提供者，DTCC 的治理结构安排、运营理念和服务宗旨对中

国结算颇有借鉴意义。 

 

 

（简评部分代表个人观点） 

【规划发展部：陈加赞】 
 
 

信息来源： 
http://www.dt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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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MI 与 IOSCO 发布《中央对手方定量披露标准》 

2015 年 2 月，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与国际证券监

管组织(IOSCO)共同发布了《中央对手方定量披露标准》（Public Qu

antitative Disclosure Standards for Central Counterpartie

s），旨在补充和完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信息披露框架。 

一、制定背景 

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结算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

（IOSCO）在其制定与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中明确提出，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s）应当向参与人、监管部门和其他公众披露

相关信息。 

为改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整体透明度，CPSS 和 IOSCO 于 2012

年 12月发布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信息披露框架和评估方法》，

其中大部分涉及的是相对较少更新的定性数据，如某一市场基础设施

变更风险管理框架等情况。 

而此次发布的《中央对手方定量披露标准》，则更多地规定了中

央对手方需要经常性更新的定量数据的披露。 

二、主要内容 

《中央对手方定量披露标准》按照《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

顺序，逐条设定各项原则下的定量信息披露标准，分别涉及原则四至

七、原则十二至二十以及原则二十三，并提出了关于披露频率的具体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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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给中央对手方设置过重的负担，披露标准大多聚焦于中央

对手方的日常业务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数据，同时，建议中央对手方

与有关监管部门配合，共同为信息披露做好准备。未来，CPMI 与 IOSCO

将以此部分内容作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评估的重要方面。 

三、制定目的 

设立中央对手方定量信息披露标准，旨在帮助证券持有人、监管

部门、参与人(直接、间接及潜在的)和公众实现如下目的： 

1、比较中央对手方的风险控制，包括抵御潜在损失的金融资源； 

2、对中央对手方的风险形成比较清晰、准确的理解； 

3、理解和评估一个中央对手方的系统重要性以及其对系统性风

险的影响； 

4、理解和评估参加中央对手方清算的风险(包括直接和间接的)。 

《中央对手方定量披露标准》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信息

披露框架和评估方法》共同构建了对中央对手方的最低信息披露要

求，相关部门鼓励各中央对手方机构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实现最低

披露标准的各项内容，并不断提升信息披露频率，最终达到信息披露

标准。 

简评： 

作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及其信息披露框架和评估方法的

重要补充，《中央对手方定量披露标准》着眼于更具体的披露主体（中

央对手方）和更细化的披露标准（定量）。随着全球衍生品市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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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率的不断提高，该报告体现了市场对于中央对手方系统重要性和

其风控能力的又一次关注。 

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系统重

要性也应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评估，通过建立更加安全、高效的集中登

记结算后台，支持金融市场的各项创新举措和稳定发展。 

 

 

（简评部分代表个人观点） 

【法律部：李楠】 
 
 

信息来源： 

http://www.iosco.org/library/pubdocs/pdf/IOSCOPD4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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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监会批准期权清算公司新的资本计划 

为满足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国际标准和美国证监会（SEC）对“具

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市场主体（SIFMUs）”的监管要求，美国期权清

算公司（OCC）设计了两项改进计划，一是增加自身资本计划，二是

上涨服务费用计划。 

考虑到费用上涨可能对未来拓展交易范围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且降低了市场流动性，提高了投资者的成本，OCC 选择了增加自身

资本计划。 

近日，此项计划已得到美国证监会（SEC）的批准。按照该计划，

OCC 将留存 2014 年 7,200 万美元的收入，并接受来自芝加哥期权交

易所、国际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 OMX PHLX、纽交所 MKT、纽交

所 Arca 等交易所股东的注资合计 1.5 亿美元，这将使得 OCC 的股东

权益项目从 2013 年底的 2500 万美元增加到 2.47 亿美元。此外，各

交易所股东还承诺为 OCC 提供高达 1.17 亿美元的补充资本以抵御意

外风险，这样 OCC 将拥有近 3.64 亿美元的权益资本资源。未来，随

着 OCC 目标资本的要求提升，交易所股东承诺的补充资本数额最高

可上浮至 2 亿美元。 

该计划不仅加强了 OCC 的资本基础，还使得 OCC 可以执行较低

的收费标准，并允许 OCC 董事会在适当的时候向其清算会员退还

2014 年度的 3330 万美元费用。 

由于手续的原因，新收费标准将于 2015 年 4 月 1 日生效。届时，

OCC 的清算费用将相比于当前水平下调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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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 执行主席 Craig S. Donohue 表示：从商业角度看，这项新计

划将极大的巩固我们的资本基础，并让我们迅速满足了对 SIFMUs 的

高资本要求。该计划是一年来我们对各项提升资本权益的方法进行评

估后的选择。考虑到我们成功地构建了一只世界级的领导团队，并且

持续不断地满足监管者及市场参与者对资本弹性的更高要求，OCC

对未来充满信心。 

相关背景： 

期权清算公司（Options Clearing Corporation）是一家位于芝加

哥的美国清算所。它的主要承担股票衍生品清算职能，为 14 家交易

所提供了中央对手方清算和交收服务。主要业务包括：期权、金融及

商品期货、证券期货、证券借贷业务。 

简评： 

OCC 作为美国衍生品市场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市场主

体”，需要强大的资本基础来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维护金融市场

的稳定。此项资本计划使得 OCC 的权益项目暴增近 10 倍，并获得交

易所股东的流动性支撑承诺，由此可见金融海啸之后，市场各方对金

融基础设施的稳定性有着很高的期许。 

目前，国内市场各项金融创新产品快速发展，特别是衍生品市场

例如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等的推出大大加快了市场成熟的进程。中国

结算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基础设施，在市场快速创新

的过程中承担着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职责，是保证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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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一环。不断加强风险管理能力、提升资本储备水平，提高抵御

意外损失的能力是公司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简评部分代表个人观点） 

【信息管理部：蔡偲】 
 
 

信息来源： 
http://www.optionsclearing.com/about/newsroom/releases/2015/03_06.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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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品管理：不断的挑战，新的解决方案 

2015 年 2 月 24 日，美国 DTCC 在其网站刊登了名为《担保品管

理：不断的挑战，新的解决方案》的文章，指出担保品的可利用性及

优化配置是参与人风险管理过程中关注的核心。由于受到场外衍生品

市场监管制度改革以及《巴塞尔协议三》对于提高资本金以及流动性

要求的影响，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各类金融机构正在采取措施，优化

操作流程，提高担保品管理效率。现编译如下： 

在G20 集团主导的监管改革推动下，监管标准不断提高，给场外

衍生品市场参与人现有的经营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亚洲市场尤

为如此 1。近一段时间，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相继修订了国内监管制

度以细化场外衍生品市场中关于担保品的具体要求 2。这些监管制度

的修订，与欧美国家所制定的以加强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为核心的监

管制度 3共同形成了全球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新架构。 

改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及担保品配置传统模式的不仅是针对场

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改革，更大的冲击来自《巴塞尔协议三》，对于

卖方机构尤为如此。为满足《巴塞尔协议三》关于“流动性覆盖率”

（Liquidity Coverage Ratio）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持有符合要求的

“高流动性资产（high quality liquid assets）”，此举将锁定那些原本可

作为担保品进行使用的优质金融资产。 

                                                        
1 因为亚洲市场存在数量众多的 CCPs 以及不同地域的监管制度的不同，造成了亚洲市场分割现象较为严

重。 
2 日本修订了《金融交易法》（2014 年），香港修订了《证券及期货条例》（2014 年），新加坡修订了《证

券期货法》（2012 年），澳大利亚颁布了《公司立法修正案》（2012 年）。 
3 这里主要指多德弗兰克法案、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E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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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旨在提高市场稳定性与透明度，减少对手方风险、操作风险

以及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制度能否取得预计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担

保品管理效率的高低。DTCC与伦敦政经学院在 2014 年 6 月发表的

一份研究报告 4认为“日渐增多的担保品缺口实质上是由于金融基础

设施的缺陷造成的”。这些缺陷导致一些合资格担保品被限制在某个

系统内部，无法通过证券借贷等方式由借入方作为担保品在集中清算

或双边交易中进行使用；另外，交易执行之前的担保品需求测算能力

对于担保品管理效率也将产生较大影响。 

ISDA近期关于亚洲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研究显示，亚洲约占全球

场外衍生品市场整体交易量的 8%，担保品的需求量预计将达到 800

至 1600 亿美元。上述这些挑战将会为达到CCPs担保品要求的优质资

产的紧缺以及非集中清算场外市场交易中保证金要求的提高而变得

加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亚洲地区的大多数金融机构仍采用传

统的手工方式管理担保品 5。对于不断发展的亚洲市场来说，亟须一

套先进的方案来解决存在众多清算经纪人、CCPs、双边交易对手的

交易网络中如何高效管理担保品的问题。 

目前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金融机构将亚洲市场作为其业绩增长的

源泉；与此同时，亚洲地区一些规模有限的金融机构正在寻求实现国

际化进程，但逐步增长的跨国交易将使其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监管环

境。因此如何实现跨资产类别、跨境的担保品管理将成为这类金融机

构成功的关键因素。为此，他们开始寻求与市场基础设施建立合作伙
                                                        
4 研究报告名为“The Economics of Collateral”，作者 Ronald Anderson，Karin Jõeveer。 
5 由于多数情况下担保品是分块进行管理，在一个组织体系内部确实很难通过担保品的统筹管理来减少担

保品的无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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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希望通过高效的担保品管理流程提高担保品的使用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 

为满足市场需求，由 DTCC 与欧清集团共同建立的合作项目将

致力于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操作风险及对手方风险，并通过提供更加透

明高效的担保品使用及调配流程，处理系统性风险中更加广泛的问

题。 

简评： 

DTCC 对于担保品管理市场可谓后知后觉，较长时间对于第三方

担保品管理这一发展迅猛的市场持跟踪观望的态度。作为全球金融基

础设施的领导者，DTCC 对于担保品管理业务的战略部署，将对全球

同行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与示范效应。 

正如文章所言，亚洲地区各类交易场所登记结算后台之间缺乏有

效的互联互通机制，我国担保品管理市场也存在着市场分割严重、担

保品管理与调配效率低下、第三方担保品管理业务模式发展滞后等问

题，担保品的跨境使用更是无从谈起。 

公司作为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运营者，应当充分发挥先发优

势，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改进自身第三方担保品管理服务，积极开展市

场培育及业务拓展等工作，为各类机构跨市场、跨境使用担保品提供

支持。 

 

 

（简评部分代表个人观点） 



证券登记结算境外动态(2015 年第 2 期) 

 13 

【规划发展部：王小楠、许高庆】 
 
 

信息来源： 
www.dt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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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德-弗兰克法案对担保品管理业务的影响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监管机构颁布了新的规则和法律，

如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欧盟的金融基础

设施规则》（EMIR）以及 Basel III，这些法律法规的主要目的是增强

市场的稳定性和弹性，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以及减小对手方、操作及

流动性风险。 

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政府为了应对 08年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

的金融风暴而制定的一部大规模的金融改革法案，被认为是美国自

1933 年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法案，

将对美国乃至世界金融业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对担保品管理行业的

影响尤为突出。该法案的全面实施将对担保管理业务的业务范围、业

务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国际上一些大的金融机构，特别是成熟市场的

登记结算机构，对于新的规则影响下的担保管理进行了研究，并在努

力寻找应对措施。 

多德-弗兰克法案有关担保品管理的规定，主要如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场外衍生品监管，推进场外交易的标准化和集中清算。 

法案的目标在于落实 G20 对衍生品改革的核心原则——最大限

度促进场外衍生品交易标准化、清算中央化、数据保管集中化以及市

场透明化。为此，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第七编（华尔街透明度与

问责法）和第八编（支付、清算和结算监管法）中要求所有的非豁免

互换均实行场内交易和集中清算，提高了非集中清算互换的保证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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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敞口要求，并要求交易双方都需要提交担保品。 

（二）在场内和场外市场间建立了风险隔离机制。 

法案第 724条和第 763条规定了集中结算和非集中结算的“互换”

及“基于证券的互换”的风险隔离要求。对于集中结算的互换，法案

要求经纪商将互换担保品特定化，并禁止经纪商混合自有资金和互换

担保品；对于非集中结算的互换，法案则特别规定了“担保品分离”

要求，包括担保品分离管理和资金分离存储两方面。首先，用作非集

中结算的互换交易担保品的资产应分离管理。其次，这些担保品应存

储在分离账户中，与互换交易商或主要互换参与者的自有资产和其他

权益独立开来。分离账户还需由独立的第三方存管人持有，并指明是

代表该对手方持有的分离账户。 

（三）要求交易双方都需要提交初始保证金，并且要求减少或取

消变动保证金的阀值限定。 

更多标准化衍生品纳入集中清算，意味着 CCP 作为担保品的收

取方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清算机构将被要求对交易双方收取初始保证

金，并减少或取消变动保证金的阀值限定，这些都将极大地增加对高

流动性担保品的需求，并创造额外的保证金提交。同时，由于场内场

外以及不同产品的风险隔离制度，监管要求为不同形式的担保交易建

立多个独立的担保账户，这将进一步加剧清算的碎片化，这种清算的

碎片化减弱了跨产品投资组合计算保证金的优越性，使得担保品的管

理变得更具挑战。 

多德-弗兰克法案等新规则对于担保品管理行业的影响是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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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如 DTCC 在 2014 年发布的“动态，风险及机遇——DTCC 2014

担保品管理白皮书”中提到：“监管环境的演变将给金融机构带来持

续的压力，并给担保品行业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建立的战略

性协作方案来利用最大可能性范围利用原有的经验和知识更为整体

的解决问题，这是极其重要的。” 

相关背景： 

Dodd-Frank Act：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或《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是由美

国总统奥巴马 2010 年 7 月 21 日签署。这部法案被认为是美国自 1933

年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法案。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核心宗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

改变超级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局面，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其

二，保护金融市场中的弱势群体，避免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围绕系

统性风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两大核心问题，法案从系统性风险、消费

者金融保护、重构原有监管机构和监管职能、提高对“具有系统重要

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填补关于对冲基金等金融行业的监管空白、

对证券化及场外衍生品金融市场进行规范和约束、严格银行资本金监

管和业务监管、华尔街高管薪酬监管等几个方面对现有监管规则进行

了调整和改革。 

简评： 

多德-弗兰克法案、《欧盟的金融基础设施规则（EMIR）以及 Basel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8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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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等新的法规法案的出台，将影响全球的金融生态环境，也将影响

后台基础设施的格局和业务模式。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开放性战略

的逐步深化，中国结算作为国内最为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需要密切

关注境外法律法规的动态和借鉴成熟市场发展经验，在此基础上，提

前布局，积极拓展衍生品、场外市场、担保品管理等新业务领域。 

 

 

（简评部分代表个人观点） 

【规划发展部：李海涛】 
 
 

信息来源： 
http://www.dtcc.com 
http://www.eurocle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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