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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结算业务规则（试

行）》的通知 

 

各证券经营机构： 

为了规范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相关登记结算业务，防范登

记结算风险，本公司制定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结算业务规则（试行）》。经中国证监

会批准，现予以发布，并自即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出借及转融通

登记结算业务规则（试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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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结算业务规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相关登记结算业

务，防范登记结算风险，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以及本公

司相关业务规则，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的证

券出借交易及在证券金融公司进行的转融通业务的登记结

算，适用本规则；本规则未做规定的，适用本公司其他相关

规定。 

第三条 本公司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和出借人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达成的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的成交

结果，以及证券金融公司和证券公司向本公司发送的证券和

资金划转指令，进行证券和资金的划转处理。 

第四条 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应当申请成为

本公司的结算参与人。 

第二章 账 户 

第五条 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应当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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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向本公司申请开立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用于记录证

券金融公司持有的拟向证券公司融出的证券和证券公司归

还的证券。 

第六条 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应当以自己的

名义，向本公司申请开立证券交收账户和资金交收账户，用

于办理证券和资金的划转处理。 

第七条 证券金融公司申请开立相关证券账户和资金账

户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证监会关于设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批复原件及复印

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

致）； 

（二）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或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

件（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或加盖单位公章

的复印件（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 

（四）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 

（五）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六）证券资金结算申请表、机构账户注册申请表等； 

（七）结算参与人批复文件； 

（八）本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八条 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证券的，以“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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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的名义列示在持

有人名册上。 

第九条 本公司于每个交易日日终，向证券金融公司发

送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和转融通资金交收账户的余额及变

动明细数据。 

第三章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的证券和资金的划转 

第一节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的证券划转处理 

第十条 出借人向证券金融公司出借证券的，本公司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向本公司发送的成交数

据，将相应证券从出借人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融公司转融

通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一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出借证券的，本公

司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证券划转指令，将相应

证券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公司

融券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归还证券的，本公

司根据证券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证券划转指令，将相应证券

从证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

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三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归还证券的，本公司

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证券划转指令，将相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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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出借人证券

账户。 

第十四条 本公司根据证券出借成交结果和证券划转指

令，按照以下顺序分类办理证券划转手续： 

（一）出借人向证券金融公司出借证券； 

（二）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出借证券； 

（三）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归还证券； 

（四）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归还证券。 

同属转融通证券出借成交结果，或属于同一类证券划转

指令的，本公司按照转融通证券出借成交结果的成交序号或

证券划转指令序号依次进行证券划转处理。 

办理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的证券划转手续当日，同时需要

办理融资融券业务和充抵转融通保证金证券的证券划转处

理的，本公司首先依次办理融资融券业务和充抵转融通保证

金证券的证券划转手续，之后再依次办理证券金融公司向证

券公司出借证券、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归还证券、证券

金融公司向出借人归还证券的证券划转手续。 

第十五条 证券金融公司将自有证券用于转融券券源

的，本公司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证券划转指

令，将相应证券从证券金融公司普通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

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金融公司划回用于转融券券源的自有证券的，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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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证券划转指令，将相应

证券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融

公司普通证券账户。 

第十六条 出现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实际划付证券

数量多于应付数量等差错情形需要调账的，由证券公司向本

公司提交证券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相应证券从证

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划回至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

证券账户。 

出现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实际划付证券数量多于

应付数量等差错情形需要调账的，由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

提交证券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相应证券从证券金

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划回至证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

账户。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交付转融券权益补

偿证券的，应当向本公司发送证券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

令，将相应证券从证券公司融券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证券金

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八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交付权益补偿证券

的，应当向本公司发送证券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

相应证券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出借

人证券账户。 

第十九条 证券金融公司或证券公司应当在本公司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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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证券划转指令的规定时间前发出证券划转指令。 

在截止接受证券划转指令的规定时间前，证券金融公司

或证券公司可以撤销已经发出的证券划转指令。 

第二十条 本公司在收到成交结果和证券划转指令的当

日日终，对符合要求的证券划转指令进行划转处理，且只对

已完成证券交收或净应付证券交收锁定之后的证券进行划

出处理。如果委托划出的证券数量大于该证券账户中可划出

的该种证券的数量，则对该笔证券划转指令不做划转处理。 

第二节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的资金划转处理 

第二十一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融出资金的，本

公司根据证券金融公司向本公司提交的资金划转指令，将相

应资金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资金交收账户划转至证券公

司信用交易资金交收账户。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归还转融资资

金、支付转融资费用、支付转融券费用和权益补偿资金、支

付转融通违约金以及调账划转资金的，应当向本公司发送资

金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相应资金从证券公司信用

交易资金交收账户划转至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资金交收账

户。 

第二十三条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借人支付借券费用和权

益补偿资金、支付违约金以及调账划转资金的，应当向本公

司发送资金划转指令，本公司根据指令，将相应资金从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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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公司转融通资金交收账户划转至出借人资金交收账户

或其对应结算参与人的资金交收账户。 

第二十四条 证券金融公司或证券公司应当在本公司截

止接受资金划转指令的规定时间前发出资金划转指令。资金

划转指令发出后不可撤销。 

第二十五条 本公司在收到资金划转指令的当日日间，

对符合要求的资金划转指令进行实时划转处理，且只对对应

资金交收账户中可划出的资金进行划出处理。如果委托划出

的资金大于该资金交收账户中可划出的资金，则对该笔资金

划转指令不做划转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转融通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证券涉及的权益

处理，按照本公司现有普通证券账户的业务规则处理。 

第二十七条 证券金融公司进行自营证券交易的，按照

本公司现有业务规则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公司为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收取的

转融通保证金提供担保品管理服务，适用本公司担保品管理

相关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公司根据附件“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

结算业务收费项目和标准”收取相关费用；未特别列示的，

适用现有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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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可以根据证券出借及转融通业务发展状况，暂免

收取“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结算业务收费项目和标准”相

关收费项目的费用。 

第三十条 本规则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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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证券出借及转融通登记结算业务收费项目和标准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开

户 

转融通专用证券账

户开户 
免费。 

转融通证券交收账

户开户 
免费。 

转融通担保证券账

户的开户、销户、注

册资料查询、变更注

册资料、余额及变动

记录查询，以及配发

转融通担保证券明

细账户号码 

免费。 

证

券

出

借

及

转

融

通

证

券

划

转 

出借人向证券金融

公司出借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出借人收取手

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向证

券公司出借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

融公司归还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证券公司收取

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

借人归还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券

源

划

转 

证券金融公司将自

有证券用于转融券

券源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划回

转融券券源的自有

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调

账

划

转 

证券金融公司向证

券公司划付证券差

错的调账划转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证券公司收取

手续费。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

融公司划付证券差

错的调账划转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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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益

补

偿

划

转 

证券公司向证券金

融公司交付转融券

权益补偿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证券公司收取

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向出

借人交付权益补偿

证券 

本公司按照每笔 10元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可

充

抵

保

证

金

证

券

划

转 

可充抵保证金证券

交存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证券公司收取

手续费。 

可充抵保证金证券

提取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处分

划转可充抵保证金

证券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有偿

使用可充抵保证金

证券的划转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归还

有偿使用可充抵保

证金证券的划转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证券金融公司因有

偿使用证券向证券

公司交付权益补偿

证券 

本公司按照 10 元/指令的标准，向证券金融公司

收取手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