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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算发字〔2017〕14号 

 
关于就《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

务实施细则》及《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

换平台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的通知 

 

各市场参与主体： 

为适应市场发展和业务创新的要求，规范各市场参与人

通过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以下简称“中央数据

交换平台”）开展数据交换、备份、监督对账等业务，提高

中央数据交换平台数据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香港互认基金暂行规定》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起草了《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实施细则》及

《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指引》。现公开征求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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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有关意见或建议请以电子邮件形式于 2017年 2 月 17

日前反馈至我公司。 

相关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房高晛 

联系电话：010-50938786 

电子邮箱：gxfang@chinaclear.com.cn 

 

 

附件： 

一、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实施细则(征

求意见稿) 

二、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指引（征求

意见稿） 

三、《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实施细则》

及《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指引》起草说明 

 

 

                         二O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mailto:gxfang@chinaclea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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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 

业务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公募基金参与人通过基金注册登记数据

中央交换平台（下简称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开展公募基金业

务数据交换、备份、监督对账等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香港互认基金暂行

规定》《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份额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香港互认基金

的内地代理人、内地互认基金管理人、监督机构等公募基金

参与人应依照相关业务指引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申请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 

第三条  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参与人应保证其通过中央数

据交换平台交换、备份、报送的数据合法、真实、准确、完

整。 

第四条  份额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受香港互认基

金管理人委托的内地代理人应按照《开放式基金业务数据交

换协议》，通过中央数据交换平台进行基金业务数据交换。

但内地互认基金的香港销售机构及采用消息模式实时向份

额登记机构发送的业务数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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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份额登记机构应按照《基金行业数据集中备份

接口规范》，于规定时点前报送份额登记备份数据。 

第六条  香港互认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应委托其产品的内

地代理人完成内地投资者份额登记数据备份工作。 

香港互认基金内地代理人可自行或委托其产品的内地

投资者明细份额登记服务提供机构，按照《基金行业数据集

中备份接口规范》，于规定时点前报送内地投资者份额登记

备份数据。 

第七条  内地互认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基金行业数据集

中备份接口规范》，于规定时点前报送内地互认基金计税参

数等相关数据。 

第八条  监督机构应按照《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监督机构

数据报送接口规范》《基金销售机构资金核对数据接口规

范》接收和报送相关业务数据。本公司将监督机构报送的数

据与其相关销售机构的业务数据进行一致性核对，并将核对

结果报送至中国证监会指定系统。 

第九条  本公司按照《开放式基金业务数据交换协议》

《基金行业数据集中备份接口规范》对通过中央数据交换平

台交换、备份的基金业务数据进行格式检查。对于数据检查

不合格的，本公司将检查结果通知数据发送方。 

本公司对份额登记机构报送的份额登记备份数据及其

与销售机构交换的业务数据进行稽核。对于稽核结果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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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参与人应及时对数据进行核实补正。 

第十条  证券公司管理的投资者超过 200人的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相关业务参与人应参照本细则，通过中央数据交换

平台开展数据交换、备份、监督对账等业务。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本公司负责修订和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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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指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募基金业务参与人通过基金注册登记

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下简称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开展公募基

金业务数据交换、备份、监督对账等业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理暂行规定》《香港互认基

金暂行规定》《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基

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份额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内地互认基金

管理人、香港互认基金内地代理人、监督机构等公募基金业

务参与人应确保于正式开展公募基金业务前接入中央数据

交换平台。 

第三条  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参与人应保证通过中央数据

交换平台交换、备份、报送的数据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参与人更正、更新已通过中央数据交

换平台交换、备份的数据时，应通过中央数据交换平台重新

交换、备份完整的数据文件。 

第四条  本公司按照《开放式基金业务数据交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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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行业数据集中备份接口规范》对通过中央数据交换平

台交换、备份的基金业务数据进行格式检查。对于数据检查

不合格的，本公司将检查结果通知数据发送方。 

本公司对份额登记机构报送的份额登记备份数据及其与

销售机构交换的数据进行稽核。对于稽核结果不合格的，相

关参与人应对数据进行核实补正。 

第二章 份额登记机构 

第五条  份额登记机构申请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应

当完成与中央数据交换平台的联网测试并提交以下申请材

料（均应加盖申请人公章）： 

（一）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申请表； 

（二）中央数据交换平台联网测试报告；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法定代表人授权经办人办理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

台手续的授权书原件； 

（六）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七）本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份额登记机构应自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之日

起按照《开放式基金业务数据交换协议》，通过中央数据交

换平台进行基金业务数据交换。 

第七条  份额登记机构应自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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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按照《基金行业数据集中备份接口规范》，于规定时点前

报送份额登记备份数据。 

 

第三章基金销售机构 

第八条  基金销售机构申请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应

当完成与中央数据交换平台的联网测试以及所销售产品的

份额登记机构的基金业务测试，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均应

加盖申请人公章）： 

（一）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申请表； 

（二）中央数据交换平台联网测试报告；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法定代表人授权经办人办理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

台手续的授权书原件； 

（六）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七）本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基金销售机构应自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之日

起按照《开放式基金业务数据交换协议》，通过中央数据交

换平台进行基金业务数据交换。但采用消息模式实时向份额

登记机构发送的业务数据除外。 

第四章 互认基金相关参与人 

第十条  香港互认基金管理人应委托其产品的内地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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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中央数据交换平台与其相关销售机构进行基金业务

数据交换。 

第十一条  香港互认基金份额登记机构应委托其产品的

内地代理人完成内地投资者份额登记数据备份工作。 

第十二条  香港互认基金的内地代理人应根据其产品管

理人委托，自行或委托产品的内地投资者明细份额登记服务

机构按照《开放式基金业务数据交换协议》，通过中央数据

交换平台实时进行基金业务数据交换。 

香港互认基金的内地代理人应根据其产品份额登记机

构委托，自行或委托产品的内地投资者明细份额登记服务提

供机构按照《基金行业数据集中备份接口规范》，于规定时

点前报送内地投资者份额登记备份数据。 

第十三条  内地互认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基金行业数据

集中备份接口规范》，于规定时点前报送内地互认基金计税

比例等相关数据。 

第十四条  内地互认基金的香港销售机构无需接入中央

数据交换平台。 

第十五条  香港互认基金的内地代理人或受其委托的内

地投资者明细份额登记服务提供机构、内地互认基金管理人

申请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的，参照份额登记机构相关条款

办理。  

第五章 监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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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监督机构申请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应当

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均应加盖申请人公章）： 

（一）监督机构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台申请表； 

（二）中央数据交换平台联网测试报告；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五）法定代表人授权经办人办理接入中央数据交换平

台手续的授权书原件； 

（六）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七）本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七条  监督机构应按照《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监督机

构数据报送接口规范》《基金销售机构资金核对数据接口规

范》接收和报送相关业务数据。本公司将监督机构报送的数

据与相关参与人的业务数据进行一致性核对，并将核对结果

报送至中国证监会指定系统。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管理的投资者超过200人的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相关业务参与人应参照本指引，通过中央数据交

换平台开展数据交换、备份、监督对账等业务。 

第十九条  本指引由本公司负责修订和解释。  

第二十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公司于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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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发布的《基金业务参与人申请接入基金注册登记数

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指引》同时废止。 

 

http://www.chinaclear.cn/old_files/1323755947140.rar
http://www.chinaclear.cn/old_files/1323755947140.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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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实施细则》及

《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指引》 

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中央数据交换平台为我公司于 2011 年受证监会委托建

设的，用于公募基金销售机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等公募基

金市场参与人进行数据交换和集中备份存储的行业基础设

施平台。 

为更好的适应市场发展和业务创新，规范市场参与人通

过平台开展数据交换、备份、监督对账等业务，提高平台数

据质量，我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管

理暂行规定》《香港互认基金暂行规定》《证券公司集合资

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起草了《细则》及

《指引》。 

 

二、《细则》主要内容及重点问题说明 

《细则》共十二条，主要明确了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参与

人业务办理流程及业务适用范围。现就其中重点事项说明如

下： 



— 13 — 

一是明确份额登记机构须通过平台完成份额登记数据

备份。为满足监管需求，保证平台数据完整性,提高平台数据

质量，《细则》明确了份额登记机构除按照《开放式基金业务

数据交换协议》开展数据交换外，还需按照《基金行业数据

集中备份接口规范》进行数据备份工作。 

二是明确销售机构采用消息模式实时向份额登记机构

发送的业务数据无需通过平台交换。随着近年产品创新增

多，实时交易需求增强，部分销售机构采用消息模式与份额

登记系统实时对接。对于此类情形，要求参与人另行通过中

央数据交换平台进行交易数据交换会额外增加传输成本,不

利于提高市场效率，且消息模式与平台目前的批量模式差异

较大。《细则》明确了相关业务数据无需通过平台进行交换，

但应由份额登记机构按照《基金行业数据集中备份接口规

范》备份至中央数据交换平台。 

三是明确互认基金参与人通过中央数据交换平台开展

相关业务的方式。根据《香港互认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业务运作

需要，《细则》要求香港互认基金管理人委托其内地代理人

通过中央数据交换平台进行数据交换；香港互认基金注册登

记机构委托其内地代理人将内地投资者份额登记数据备份

至中央数据交换平台；香港互认基金内地代理人可根据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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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或委托其产品内地投资者明细份额登记服务提供机构

完成数据交换、备份等工作。 内地互认基金管理人应向中

央数据交换平台报送内地互认基金计税参数等相关数据。内

地互认基金的香港销售机构无需通过中央数据交换平台进

行数据传输。 

四是明确监督机构应通过中央数据交换平台接收、报送

相关业务数据。根据证监会要求，我公司应根据监督机构报

送的数据对其相关销售机构的业务数据进行一致性核对，并

将结果报送至中国证监会指定系统。《细则》明确了监督机

构应通过平台接收和报送相关业务数据，为监督机构通过中

央数据交换平台开展监督工作提供规则依据。 

 

三、《指引》主要内容及相关问题说明 

《指引》在《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各参与人办理

中央数据交换平台接入手续及相关业务办理方式、接口标准

进行了规范。《指引》共分六章，分别为总则、份额登记机

构、基金销售机构、互认基金相关参与人、监督机构、附则，

共计二十条。 

同时，我公司于 2011 年发布的《基金业务参与人申请

接入基金注册登记数据中央交换平台业务指引》（下简称

《接入指引》），其中部分内容随着业务发展已经不再适用。

《指引》吸收涵盖了《接入指引》的主要内容，《指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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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后，《接入指引》将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