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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的职责在于保持较普通人稍微不甚乐观的态度。”
——Sabine Lautenschläger，前欧洲央行执行理事会及管理委员会成员

“气候、技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日益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方

式，而应对这些变化所产生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欧盟委员会主席

注：此报告根据德勤欧洲、中东与非洲监管策略中心2020年1月出版的《Financial Markets Regulatory Outlook 2020 》翻译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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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全球各国纷纷开展以金融危机和行为不当问题为重心的监管

改革，监管环境正在发生显著而深远的变化。监管改革的国际共识正逐渐

产生差异。各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政治愿景日益消退，贸易摩擦不断增

加。监管机构也愈加重视技术变革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社会问题。金融

机构需做好准备以应对这些变化趋势。

经济前景黯淡

我们预计2020年全球各国将面临极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将会放缓。1

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所处经济环境状况的评估，将对其未来工作计划产生

显著影响。

各国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将会进一步加速各个市场

之间的分裂，抑制经济增长，导致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愈趋严峻。

美国国债收益曲线过去一直预示美国乃至全球将会出现经济衰退，直至

最近才出现反转。股市估值持续高涨，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货币宽松政

策——美国股市估值从某些方面而言均高于互联网泡沫以来的任意时点。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债务总额从占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

的171%飙升至2018年的299%。2若增长进一步放缓，高企的债务将不利

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欧洲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最大。德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

将低至0.5%，部分原因在于严峻的出口市场环境极大冲击了其制造行业，

但预计2020年其经济将会有所复苏；3 意大利正面临政治不确定性、经济

停滞以及金融动荡再起等一系列挑战，同时公共债务居高不下；4 而英国

则受到脱欧的部分影响，经济前景不明。因此，虽然2020年欧元区经济

增长率预测将达到1.4%——与其后金融危机的趋势增长率相似，但仍面临

极大的下行风险。5

各国央行预计将会进一步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加以应对，美联储和欧洲央行

早已进一步削减利率并正式重启资产购买计划。但是，由于利率正处于历

史低点，且以名义负利率主权债券乃至公司债券交易总额创下新高，单独

实行此等货币宽松措施的有效性存在争议。6 监管机构可考虑采取宏观审慎

措施，如允许银行减少逆周期资本缓冲等。各国政府预计亦将面临扩大支

出以刺激增长的压力，尤其在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闲置的情况下。

随着来自新晋市场参与者和主要科技企业参与者的竞争日益加剧，这些宏

观经济趋势及条件将使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倍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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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监管机构将会高度重视业务模式的恢复能力，并就此开展压力测

试，同时还将加强对风险治理和监督质量的监管。

在低利率或负利率的环境下，银行通过传统的业务模式可能将难以恢复自

身的盈利能力，甚至无法维持利润水平。例如，日本的零利率或负利率政

策已经实行了将近20年。长期以来，日本银行一直在低利差中苦苦挣扎，

同时还面临日趋严格的针对其业务模式可持续性的监管审查。7 随着风险

承受能力不断下降，跨境资金流动将会减少，亦可能进一步缩小银行的增

长空间。银行将需要加强成本控制举措，并将重心放在盈利性更强的业务

线上。但是，银行还需关注行为风险。监管机构亦很可能将加强对信用风

险的监管。例如，英格兰银行预测全球银行将只可能保留超过一半的杠杆

贷款市场业务，而全球杠杆贷款总量已达到历史高位。8

保险公司，尤其是提供长期保障型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亦很可能愈加难

以在持续低利率的环境下实现盈利。但在亚洲，中国保险市场的增长潜力

可能有助于保险公司创造更多收入以抵消影响。9

投资管理公司在高资产价格、低增长潜力的环境中亦很可能难以取得出色

的业绩。

投资机构和监管机构不断加强对主动管理所创造的价值的审查，由此很可

能将推动一次长期持续的“追求收益率”现象，并促进对非本土的、流动

性较一般的市场的投资。我们预计监管机构将愈加重视投资管理公司及经

销商如何向其证明所持有的高风险资产的基金能够满足其目标市场的需求

和风险偏好。

日益分化的国际共识

随着后金融危机改革已接近完成，全球政治环境对国际合作的支持逐渐减

弱，全球性标准制定机构——尤其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

事会——在引入新标准的计划方面较前几年更为保守。由于许多辖区在实

施《巴塞尔协议III》（银行业也称为《巴塞尔协议IV》）方面较为滞后，

进一步推进G20金融监管改革其他方面的工作已经放缓。10

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若监管被视为将会阻碍竞争、新增贷款或投资，相

关政治担忧将会增加。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主管当局正在推行去监管化新

政，包括有限放宽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等。11其他国家亦可能紧

随其后，甚至有可能出现“去监管化”竞赛。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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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监管化”虽可能降低一部分合规成本，但随着各辖区监管标准在时间

和内容上逐步分化，全球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势，相应的支出亦

会增加。2019年，G20将市场分化列为关注领域，金融稳定理事会针对

这一领域制定了长期的工作计划。12全球标准制定机构不大可能扭转已然

发生的市场分化，但其所作的努力可减缓这一趋势。 

高管人员任重道远

相比之下，监管机构日益要求高管人员对自身所在金融机构的合规、专业

标准及文化承担更大的责任。继英国引入《高级管理人员及认证制度》

后，爱尔兰、澳大利亚、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和南非等其他多个

辖区亦先后推出或计划推出类似的制度，其他辖区则通过不同的机制强化

问责制度。美联储已拟定相关指引，以期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

和董事会的角色、职责及责任。13 比利时议会近期宣布实行“银行高管宣

誓”制度，类似于荷兰于2015推行的制度。14 这些制度要求金融机构需

要通过平衡激励计划，强化治理与管控，开展适当监控、报告、升级以及

纪律处分等一系列举措，培养和发展金融机构问责文化。

技术创新监管

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正面临来自技术变革的速度和规模带来的持续挑

战，并要求其采取措施予以应对。金融服务监管辩论将主要围绕应否扩

大监管范围、人工智能日益普及所附带的风险、技术创新对运营弹性和

网络安全的影响，以及数字道德等主题。这些均属于全球性议题，但在

部分政策领域缺乏明确政治意志和充足国际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全球监

管举措将难以实现统一。

跨领域政策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将日益扩大，但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各不相

同。例如，在数据保护相关领域，欧盟正在针对获取和控制个人数据的权

利采取较美国和中国更为严格的措施。15全球各国对数据本地化的要求日

趋严格，这亦将进一步阻碍跨境数据流动。

效率低下的技术变革实施会徒增网络及运营风险——这种迹象愈加明显，

亦将引致监管机构的审查。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很可能会试图建立运营弹性

的基准通用方法，但我们预测网络恢复力方面的进展将主要在七国集团

（G7）和欧洲层面实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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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将会影响企业利用和共享数据创新和提升自身跨境恢复力，以及

为客户创造价值和保障安全的能力。

监管机构亦需要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转型。面对监管边界日益模糊、技术复

杂性日趋增加的金融行业，具备资源充裕的监管数据科学和分析能力是了

解和有效监管这一行业的必要条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可能需要金融、

安全和数据保护主管机构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共享资源、能力和洞察。我们

已看到这方面的努力，但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才能从

中获益。相较于国际层面，国家层面更有可能在这一方面取得进步，主要

原因在于缺乏跨行业的全球性标准制定机构。

应对社会问题的挑战

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正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也是

金融服务行业监管机构的关注重点之一。16 而在美国则不然——至少在联

邦层面并非如此。但是，即使在监管机构并未制定具体要求的领域，金融

机构亦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和不可持续的业务模式将会如何影响其资产和债

务总额，以及客户对绿色投资基金等“绿色”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所带来

的新机遇。

普惠金融是全球重点关注的另一领域。据世界银行集团估算，2017年仍

有17亿成年人未拥有基本的交易账户，主要位于亚洲和非洲。17 世行的目

标是到2020年使全球所有成年人均拥有用于储蓄和支付的账户。在发达

国家，监管机构主要专注于扫除普惠金融的障碍，如过于复杂的流程以

及“非标准”客户（包括老年人或残障人士）渠道的缺乏等。金融机构应

做好准备，以应对监管机构对其服务渠道对特定群体而言是否充分便利的

审查。 

小结

后金融危机的监管变革热潮正在逐渐消散，但2020年仍有诸多领域将会

吸引监管和管理机构的关注，因此金融机构不应抱有监管审查将会减弱的

期望。 在经济前景黯淡的背景下，监管机构将重点关注金融机构的金融

和运营弹性、金融机构如何顺应技术变革与创新趋势，以及如何应对可持

续发展和普惠金融等领域的政治及社会压力。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日

益需要为自身行为负责的背景下，金融机构须确保其具备相应的远见、治

理、技术和运营能力，以有效进行调整和应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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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 Wood
监管策略中心

亚太

Irena Gecas-McCarthy
监管策略中心

美洲

David Strachan
监管策略中心

欧洲、中东与非洲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10月

2. International Banker，“中国的债务问题有多严重？”，2019年4月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10月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大利：迈向增长、社会整合与可持续发展”，2019年2月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10月

6. 国际清算银行（BIS），《BIS季度回顾》 ，2019年9月

7. 日本金融服务局（JFSA），2019 JFSA政策评估与战略优先事项要点发布，2019年8月

8. 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报告》， 2019年7月

9. 德勤，《崎岖有路 未来可期–2020保险业四大趋势》，2019年

10. 金融稳定理事会，《G20金融监管改革实施情况及效果分析第五份年度报告》，2019年10月

11. 《金融时报》，“美国监管机构发布最终修订版沃尔克法则”，2019年

12. 金融稳定理事会，《市场分化报告》 ，2019年6月

13. 美联储委员会，“美联储委员会就大型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评级体系两项提案征询公众意见”，2017
年8月

14. 《比利时导报N. 96》，2019年5月；银行业道德规范执行基金会（荷兰），“银行家宣誓”

15.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引入了个人数据收集和使用方面的法规，包括按所述目的的需求限制所持

有的数据量，以及个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要求删除其个人数据的权利等。

16. 在欧盟地区，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可持续发展融资行动计划。在亚洲，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

日本和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亦发布了推动金融服务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新加坡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包括制定金融服务企业的环境、社会与治理报告指引。

17. 世界银行，《UFA2020概述：到2020年实现普惠融资准入》，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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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文本框标题前往相应章节

 • 低利率、经济增长疲软以及来自新晋市
场参与者和主要科技企业的竞争将持续
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和运营弹性施加
压力。

 • 金融机构应调整业务模式，以确保其具备
在低增长和低利率环境下保持运营弹性，
并继续投资新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

 • 在国际监管共识持续减弱，各国监管标准
不断分化的情况下，全球金融机构的合规
成本和复杂性日益增加。

 • 打造集团系统和控制框架，使之具有充
分的灵活性，以适应国家与全球监管标
准的差异。

 • 政治、技术、环境和人口因素将对中期监
管展望和金融机构发展战略产生深远的
影响。

 • 确保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必要的
知识、技能和多元化理念，以管理和应
对金融机构外部环境中新涌现出的变革
需求。

 • 监管机构和社会愈加期望金融机构能够
将公平公正、道德规范、可持续发展、弱
势群体保护以及自身的“目标”融入金融
机构的核心战略之中。

 • 将为客户和社会创造积极良好的服务成
果作为核心要务。重点关注领域包括提供
物有所值的产品和服务、支持普惠金融以
及平等对待弱势群体和具有非常规需求
的客户群。

 • 董事会所面对的机构质量和效率方面的
挑战，将进一步受到越来越多极其重要
的风险和战略问题的考验。监管机构预
计将会愈加要求高级管理人员为自身所
在金融机构的行为负责。

 • 在不同风险类别（如行为、数据保护和模
型风险）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加的情况下，
强化金融机构治理与风险管理框架，以管
理新的风险和监管义务。

2020年金融市场监管展望：内容概览

欧洲、中东与非

洲中期趋势
跨领域趋势 特定领域趋势

央行的角色

政治趋势与不确

定性

技术变革

运营与网络弹性

社会经济转型

气候变化与可持

续发展

良好的客户服务

加密资产

金融犯罪

消费者数据使用

监管
投资管理

资本市场

保险

IBOR过渡 银行业

人工智能治理与模

型风险管理

文化、治理与问责

压力测试

主要战略挑战  金融机构须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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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言所述，金融危机及其后出现的一系列商

业行为问题，包括利率基准操纵和产品不当销

售的丑闻等，对过去十年的监管议程产生了极

大影响。

如果说金融危机及其后果推动了过去十年的监管

改革，那么2020年及之后监管政策的制订和实

施环境有可能会完全不同，尤其在欧盟和英国。

尽管如此，监管政策将向何种方向发展依然不明

朗。正在发挥作用的因素有多种，包括政治、经

济、技术创新以及社会预期的变化等，这些因素

均有可能对中期监管前景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

预测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会在2020年充分显现

（对于受到影响的领域，我们已在预测报告中予

以体现），然而，我们依然认为它们为本报告的

内容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依据。

据分析，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可能会重塑未来数年

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的发展：
“正在发挥作用的因素有多

种，包括政治、经济、技术创

新以及社会预期的变化等，

这些因素均有可能对中期监

管前景产生深刻的影响。”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央行的角色

政治趋势与不确定性

技术变革

社会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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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已于2020年1月31日脱离欧盟，脱欧协议

规定脱欧过渡期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英国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及其政府已承诺不会延长过

渡期，并将于2020年年底前与欧盟商定新的自

贸协议。

关键问题在于英国脱欧后金融服务监管将会如何

发展。前任首相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曾

明确表示，英国将继续遵守全球监管标准，因此

我们预测英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标准制订。然

而，目前尚不清楚英国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采用

欧盟的监管制度。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有关对等

地位的争论，以及英国是否必须“逐条”执行欧

盟的法规和指令，以从欧盟获得积极的对等性评

估。英国审慎监管局首席执行官表示，英国“不

希望”成为“规则遵守者”，不会照搬欧盟的监

政治趋势与不确定性

管法规。1 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首席执行官提出

以成果为导向的对等规则，并表示将寻求机会

在“同样成果，更低负担”的基础上改善欧盟法

规在英国的应用。2 两种对等方式（即以成果为

导向与“逐条”执行）无论采用哪一种，英国都

将会继续遵守欧盟现行及未来金融服务法规的主

旨内容。

但也有可能出现其他监管结果。其中一种情况

是，英国和欧盟就双方之间的市场准入方式达

成协议，在现有对等框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该协议将认可英国与欧盟27国金融市场和服务

的密切融合。然而，由于欧盟现有的自贸协定

均未包含此等金融服务框架，且考虑到就此开

展谈判的复杂性，英国与欧盟在2020年年底前

达成的任何自贸协议均不太可能会涵盖这一框

架。但是，英国和欧盟宣布将努力在2020年6月
底前推动双方市场达成对等——这可能成为双

方达成更具雄心的金融服务市场准入协议的重

要一步。

另一种情况是，英国在脱欧后放松监管政策，包

括限制或弱化那些被认为将削弱英国金融服务市

场国际竞争力的后危机时代改革举措，以及为审

慎监管局和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设定法定目标，

以提升其竞争力。这可能导致未来英国与美国、

亚洲以及瑞士建立比与欧盟更紧密的金融关系和

合作伙伴关系。

英国与欧盟之间日益加大的监管政策差异可能会

使欧盟重新审视，甚至撤回最初的对等决定。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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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一项关于金融

服务的宏伟工作计划，涉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ESG）、金融科技、数字技术以及资本市场

联盟。然而，尽管欧盟的雄心壮志毋庸置疑，但

仍有很多因素使新一届欧盟管理层比以往更难

以预测：

 • 中右翼和中左翼两大政治集团自1979年直接选

举以来，首次未在欧洲议会获得多数席位。如

果他们愿意的话，拥有十分之一议会席位的绿

党，将能够对金融服务监管政策施加相当大的

影响。我们假设的主要情形是，绿党希望在新

的金融服务法律中增加更多对环境的考量，尽

管上届议会届满时已经通过了大量与ESG有关

的措施。

 • 创新与科技发展仍会使人们对监管政策的范

围以及适用的活动产生疑问。当前围绕全球稳

定币展开的辩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金融服

务与非金融服务领域之间的界限在某些方面

日益模糊，因此，我们预计竞争和内部市场管

理局（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l Market 
Directorates）将对金融服务立法施加更大的

影响。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在特定领域的金

融服务监管工作中采用跨部门的视角，因为它

可以反映市场现状：监管范围之外的参与者参

与或向“传统”金融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然而，

考虑到欧盟委员会大量资深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立法过程很可能会变得复杂和缓慢。随着

创新步伐不断加快，任何放缓立法进程的行为

都不符合金融服务提供者或消费者的利益。

 • 这将是欧盟政府首次在没有英国作为成员国的

情况下制定金融服务法规。英国通常鼓励采用

基于全球标准（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

定的与银行资本相关的标准）、原则以及成果

的监管法规，并考虑欧盟金融市场融入全球市

场的必要性。目前，仍不清楚欧盟将采取何种

措施来制定新的金融服务法规。但越来越有可

能出现的结果是：与全球标准的差异加大，规

则制定的细节越来越多，总部位于欧盟以外、寻

求进入欧盟金融市场的公司面临的壁垒越来越

高。欧盟委员会提议如何实施《巴塞尔协议III》
的最后阶段将是确定其未来走向的重要指标。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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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

性被广泛接受以来，央行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

方式受到公众和政界的关注。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经济增长缓慢，许多欧洲国家常年

维持低位甚至负名义利率。这引发了一场激烈

的辩论，有人主张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包

括量化宽松，甚至是旨在刺激增长或避免国家

陷入经济衰退的非常规货币措施；另一些人则

担忧，这种立场会影响某些金融机构（尤其是

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生存能力，此

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的高资产价格将

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央行的作用

这场辩论的双方都在含蓄地（有时是明确地）

挑战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

该地区其他不受低利率或负利率影响的国家，

如南非和土耳其，已采取或建议采取措施，以

增加对央行的政治影响力。3, 4

迄今为止，人们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央行在货币

政策方面的独立性。然而，如果央行的权力发

生任何变化，它们在金融服务监管和监督方面

的角色和自主权很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

它们将受到更多政治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服务监管可能会抑制新的

贷款和投资，或者政府会将监管政策作为实现

更广泛经济或社会目标的手段，如气候变化。

技术变革

技术变革给金融服务业带来双重压力。第一，

相较于立法和监管改革的速度，技术创新的速

度明显要快很多。监管机构可能不得不对此做

出回应，如果它们想要避免扼杀创新，或者（

通过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完全绕过创新，就必

须 （即使不是长期地，也可以是暂时地）

更多地利用行业规范和其它自愿性标准。第

二，随着新产品和非金融服务公司的出现，技

术变革似乎即将改变监管范围。未来几年，立

法机构和监管机构都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重要

决定，比如是否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服务提供商

（如云服务供应商）纳入监管范围。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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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应用不断增加的政治和社会担忧将越来越

多地影响金融服务局的监管政策。这一点是显而

易见的，如在利用消费者数据推动技术和数字创

新方面。

“随着新产品和非金融服

务公司的出现，技术变革似

乎即将改变监管范围。未来

几年，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

都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重要

决定。”

未来数年，欧盟在这一领域的政策由两个相互矛

盾的目标（不仅仅涉及金融服务领域）决定。第

一个目标是，让欧盟在全球率先应用数字化、自

动化技术，包括通过开放金融、资本市场联盟等

举措，以及在数字单一市场保护伞下一系列更广

泛的举措，建立一个充满竞争的数据生态系统和

经济体。第二个目标是，针对数据隐私、伦理道

德和消费者保护制定一流的标准，并提出一系列

旗舰计划，以使欧盟在2020年初就人工智能对

人类和伦理的影响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

这给数据导向型金融机构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那

些能够成为客户数据可信赖的守护者的金融机构

将获得竞争优势。但是，任何对消费者数据非法

或不道德的使用都可能对公司的市场地位及其客

户产生深远影响。

.

社会经济转型

过去十年，监管与社会政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

糊。社会期望转变已经显现，并在某些情况下，

重新定义哪些是可接受的监管干预措施。例如，

近年来，欧盟委员会已将多样性要求写进《资本

要求指令IV》和《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等法规，

这是对传统董事会监管审查的背离，因为传统的

监管审查通常注重能力和适当性。

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工作与ESG 问题相关联，

其中，气候变化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趋势。气候

变化的不利影响日益成为围绕可持续经济发展展

开公开辩论的背景。欧盟已经通过一系列措施和

提议发出信号，表明金融行业可以发挥一定的作

用，包括充当资金来源以及在社会风险管理中发

挥关键作用。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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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期望转变已经影响，

并在某些情况下，重新定义

哪些是可接受的监管干预

措施。”

从监管角度来看，最重要的问题是，立法机构 
（以及潜在的监管机构）将在多大程度上利用金

融服务法规，包括审慎资本制度，来实现与气候

以及更广泛的环境相关的公共政策目标。为此，

我们早前实施了一项重要测试，以了解欧洲委员

会（或者欧洲议会）是否想将“棕色惩罚因子”

或者“绿色支持因子”添加到《资本要求指令

VI》/《资本要求指令III》倡议书中，以及/或者

《欧洲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的审核中。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后果需要多个部门在

制定战略计划时加以考虑。监管机构特别关注

某些人口群体将被不能满足其需求的金融服务

行业“抛弃”的风险。

欧洲人口迅速老龄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

不断增长。仅在英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就

从1991年的910万增至2016年的1,180万；预计

到2041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长到2,040万。5

老年消费者在使用金融服务时面临诸多挑战： 

 • 他们更有可能有固定的收入，因此他们拥有稳

定但缺少灵活性的资金配置；

 • 他们还更有可能患上与年龄增长有关的疾病，

这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遭受相关的经济损失；

 • 由于金融机构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字化和新

技术提供金融服务产品，他们可能无法获取相

关服务。

与此同时，千禧一代将成为未来10年全球劳动

力的主力，非洲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19.4岁。6  
千禧一代是替代未来劳动力的主力，包括临时

工、随叫随到的合同工、自由职业者、独立承

包商和零工，他们是欧盟增长最快的劳动力群

体。金融服务行业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个

劳动群体的出现，例如，如何将他们视为客

户。  这个不断增长的群体的收入波动性使其面

临被金融机构排斥的风险，例如银行很难为其

提供合适的产品。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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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监管机构（尤其是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

局）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其对金融排他

性和消费者公平待遇的意义非常警惕。7其他监

管机构直接参与程度较低，尽管他们的国家也存

在类似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虽然金融服务监管

机构没有将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视为工作重点，

但金融机构仍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与金融机构被

广泛讨论的服务宗旨有关，金融机构不应仅仅关

注股东价值，而是应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

求。即使在无监管压力的情况下，如果金融机构

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客户群体需

求，会严重降低客户忠诚度，损害公司的声誉以

及业务授权经营。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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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年，欧洲、中东与非洲的金融服务行业将面临十大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的问题：

1 IBOR过渡

2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3 运营与网络弹性

4 文化、治理与问责

5 良好的客户服务

6 人工智能治理与模型风险管理

7 消费者数据使用监管

8 加密资产

9 金融犯罪

10 压力测试

跨领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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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表面上看IBOR过渡由市场驱动，但其实

整个地区(尤其是英国)的监管部门非常关注这个

问题，某些监管机构已经要求金融机构提供过

渡计划的详细信息。金融机构将不得不定期提

供定量和定性数据，以说明其过渡进程。

我们预计，至少在最初阶段，金融机构将难以

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提供准确的、详细的全套

数据。金融机构将不得不依靠人工工作或投资

开发更好的系统。如果效果不明显，当局将探

索其他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提高资本

要求，限制发行与IBOR挂钩的产品，或提高对

作为欧洲央行抵押品的与LIBOR挂钩的金融工具

的折价幅度。

金融机构的工作可能达不到监管机构的预期，

这不是因为金融机构不努力，而是因为过渡规

模庞大且复杂，在某些情况下，还与客户参与

度低有关。 

IBOR
IBOR过渡

重点聚焦

     随着离2021年底越来越近，监管审查将在

2020年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将需要提供

定量和定性数据，以证明其在过渡期间取

得的进展。如果金融机构提供的基于IBOR
的产品到期日在2021年年底之后，则需要

接受特别的监管审查 。 

     行为风险仍将是监管议程的重中之重，尤

其在针对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的产品

转型中，信息不对称将成为最大的问题。

金融机构需要证明其已经识别到相关风险，审

查其现有的行为风险框架，并在必要时采取适

当的补救计划。

 尽管当局和多个无风险利率工作组尽了最大

的努力，我们预计过渡期之后可能出现的局面

是：在一段时间内，部分产品同时采用多种利

率，但其应变计划可能存在差异。 

“金融机构将不得不定期提供定量和定性数据，以说明其

过渡进程。如果效果不明显，当局将探索其他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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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监管机构明确表示，希望金融机构在

2020年第三季度末前停止发行到期日在2021年
之后、与LIBOR挂钩的现金产品。在欧盟，由于

交易报告即将发布，欧盟当局明确表示，市场参

与者应避免签订任何在2021年12月31日之后到

期、欧元隔夜平均指数（EONIA）的新合同。

尽管我们预计市场参与者将根据监管机构的要

求，竭尽所能停止发行与EONIA和IBOR挂钩的

新产品，但由于缺少期限结构等关键驱动因素，

这些工作可能会遇到阻碍。

迄今为止，最大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一直是重点监

管对象。然而，监管机构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更

大范围的金融机构。由于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

金管理局（EIOPA）提倡使用偏离基于与LIBOR/
EUIBOR挂钩的掉期交易推导出的曲线，保险公

司应该注意无风险曲线变得更平滑的风险，这一

变化可能会影响流动性资产点（LLP）。更平滑

的曲线可能对估值和偿付能力产生明显的负面影

响，尤其是对长期保险公司而言，尽管过渡性措

施和匹配性调整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投资经理人需要考虑无风险利率（RFR）变化将

如何影响基金业绩和投资策略，以及他们如何在

过渡期间最大程度保护客户利益。在这种情况

下，他们应该集中精力确定自己和客户投资基于

IBOR的产品的风险，与产品发行方进行沟通，

以过渡到新的无风险利率，并努力实现清晰的客

户沟通。

随着银行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不断推动相关活动，

预计与无风险利率挂钩的产品的发行量将大幅增

加。我们预计，2020年英国和欧盟在设定前瞻

性定期利率方面将取得重大进展。定期利率的推

广很有可能促进并加快过渡进程，尤其是对目前

仍持观望态度的金融机构来说。

“迄今为止，最大的银行

和保险公司一直是重点监

管对象。然而，监管机构的

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更大范

围的金融机构。”

IBOR
IBOR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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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希望管理部门对金融机构施

加更大压力，以确保它们能够识别并减少IBOR
过渡期间的行为风险。

金融机构面临行为风险的主要原因可能包括治理

不当，内外部沟通不畅，以及不利于市场、客户

和竞争的员工行为，例如，利用机密信息获取客

户交易意图。

我们希望不同的无风险利率工作组努力促进国际

合作，并在衍生品、债券和贷款等方面达成一

致。尽管如此，过渡期后仍可能出现一定时间内

部分产品同时采用多种汇率的状况。2020年，

金融机构应重点对新合同和遗留合同采用应变计

划，因为潜在的差异可能会产生基准风险。

不同LIBOR货币的应变计划不一定需要遵循一致

的同步计划，因为同步计划可能推动交易，也可

能延缓过渡进程。管理部门鼓励金融机构不要依

赖于应变计划；如果需采用应变计划，我们希望

金融机构对此确认是否合适。

2017年7月31日

2018年4月30日

2018年10月31日
2019年6月30日 承诺终止使用LIBOR（2021年底）

图1： 参照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结算的衍生品合同总价值

资料来源：英格兰银行，2019年7月《金融稳定性报告》，表B，第52页。包括所有与GBP LIBOR挂钩的采用浮动利率的衍生品的名义未偿总
额，伦敦结算所结算，不包括通胀掉期交易。2017年7月31日，2018年4月30日，2018年10月31日以及2019年6月30日，参见转出档案的观
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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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内部，随着《资本要求指令 VI》/《资本

要求条例 III》 以及《欧洲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
的出台，我们预计围绕所谓的“棕色惩罚”或 
“绿色支持”因子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如果受

压，预计大多数监管机构会支持棕色惩罚因子，

而非绿色支持因子。

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物理

风险、过渡风险以及相关数据调整“棕色惩

罚”因子。相比之下，其他政策制定者可能会

更积极地看待激励绿色支持因子的价值，而非

棕色惩罚因子。

我们预计欧洲、中东与非洲地区的一些监管机

构，尤其是属于绿色金融体系网络（NGFS）的

监管机构，将效仿审慎监管局的做法，就气候风

险治理和管理发布监管展望报告。但我们预计法

国、荷兰以及英国的监管机构将以构建绿色金融

网络（NGFS）的方式继续在这一领域发挥领先

作用。为此，英国将透过英格兰银行2021年度

的双年探索情景（BES），在气候风险管理、情

景分析、信息披露和压力测试等方面提出更多具

体的期望——所有这些也是欧洲银行业管理局

（EBA）的政策重点领域。

作为回应，金融机构应该把重点放在理解和绘制

气候变化的物理风险和过渡风险上。金融机构应

该开发并嵌入气候场景和压力测试，以提升风险

识别过程的有效性，同时强化风险建模框架；还

应通过提供足够的培训，确保董事会成员拥有出

足够的气候风险专业知识。

在英国，银行和保险公司还需要实施于2019年
10月提交予审慎监管局的计划，以将气候风险

纳入其治理与金融风险管理框架。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重点聚焦

     虽然关于政治和政策的辩论仍将继续，但

我们不认为监管机构能够明确利用审慎资

本制度实现绿色目标。 

     相反，在本地区有越来越多监管机构将效仿

审慎监管局，发布关于管理由气候变化导致

的金融风险的监管声明，同时还会利用现有

的问责机制达成风险管控目标。

   全球范围内快速涌现出各种不同、且可能

存在冲突的可持续性标准，这将有助于在

这一领域实现更大规模的全球协调。

   尽管积极的投资者在气候风险问题上表现

突出，但我们预计欧盟的监管机构仍是推

动这一领域变革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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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结构，由于即将更新《另类投资基金

经理指令》 (AIFMD)、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计划

（UCITS）、《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MiFID 
 2）、《保险销售指令》（IDD）和《欧洲偿付

能力监管标准II》，金融机构需要确保将可持续

性风险纳入组织要求、风险管理流程以及产品治

理。此外，IDD和《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的修

订案要求提供建议/投资组合管理以及发售保险

投资产品的投资公司需要改变其适用性流程，以

满足客户的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偏好。

关于金融机构战略，欧盟在定义可持续性、了解

消费者的ESG偏好、管理ESG风险以及消除发展

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壁垒等方面不断出台更多监管

举措/政策，这将有望推动企业在ESG产品和服

务方面的创新，包括满足该地区不断增长的消费

者需求。

英国和欧盟正在采取行动，要求强制披露气候相

关财务信息。2020年，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

局将就保险公司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

磋商，欧洲银行管理局将向欧盟委员会提交 
《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披露《支柱三ESG信

息披露的技术标准》，欧盟委员会打算对《非财

务报告指令》（NFRD）实施审查。英格兰银行

确认，预计将于2022年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

披露要求，披露上市公司和大型资产所有者的相

关信息。

因此，金融机构应该响应这些倡议，在气候相关

财务信息披露要求方面不断进步；专注于识别重

大气候风险和相关支持数据，以建立有效的治理

结构，展开情景分析，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

并开发适当的衡量指标。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银行

图2. 2018年欧元区公司的气候密集型领域所面临的风险（按发行者所属领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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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也将开始为遵守信息披露条例做准备。

对于提供投资产品的机构来说，需要准备并披露

有关如何将可持续性风险对财务回报的负面影响

纳入风险政策，以及金融实体如何考虑可持续性

因素的不利影响等信息；此外，对于提供可持续

投资产品的机构来说，需要披露公司是如何满足

这些特征的。与此同时，我们预计金融机构将会

开始思考分类法可能带来的战略影响以及如何实

施和应用分类法。

我们预计随着散户投资者对可持续金融产品消费

的增长，欧盟金融行为监管机构将日益关注 
“绿漂”。“绿漂”指公司或市场虚假宣传其产

品、活动或相关政策有利于环保的行为。基于欧

盟在信息披露、分类和标签方面的工作，预计英

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与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将

发挥带头作用。

因此，欧盟的金融机构将需要确保所有关于可持

续产品与服务的沟通能够清晰、明确地阐明其

ESG资质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并明确绩效

衡量方式。

最后，我们预计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的ESG股东

采取积极行动的意愿将愈加明显。除其他因素

外，还将受监管管理发展趋势的影响。尽管与

气候风险有关的投资者积极行动日益突出，我

们预计欧盟内部的监管机构仍是推动变化的主

要力量。

“尽管与气候风险有关的

投资者采取积极行动的意

愿日益突出，我们预计欧

盟内部的监管机构仍是推

动变化的主要力量。”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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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与网络弹性

监管机构希望金融机构证明，其已经认真思考所

面临的各种技术和弹性风险，尤其是在为实施数

字化转型计划升级核心系统时。在金融服务领

域，这些风险常常引发运营问题。

欧洲议会预计将在2020年正式提交一份全面的

金融服务网络风险管理立法议案，旨在调和并明

确其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实践的期望。在适当的

时候，更明确的权力和期望有助于监管机构施加

更多压力，以使金融机构加强网络风险管理。此

外，以往较少接受监管审查的团队将需要适应这

种更加深入的监管方式。

欧盟级别的谈判尚需时日，但我们预计监管当局

将会加快工作进度。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预计单

一监管机制（SSM）将考虑为直接受监管银行开

发网络弹性评估框架，类似于2018年欧洲央行

为金融市场管理信息系统制定的网络弹性监管框

架。EIOPA将最终确定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网络

安全治理指南，并考虑将威胁导向型网络弹性测

试应用于保险行业。在监管方面，根据英国高级

管理人员与认证制度（SM&CR），当服务发生

中断时，金融机构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且需向

监管人员说明为缓解运营中断风险采取了何种措

施，尤其是在实施信息技术变更计划期间。

  重点聚焦

     金融机构需要表明它们已经考虑过并且能

够管理其所面临的各种技术和弹性风险，

尤其是在创新升级核心系统时。

     在部分欧盟辖区内的监管机构将借助新的

手段评估、了解金融机构应对网络和运营

风险的方法和弹性，并通过向金融机构施

压促使其改进低效领域。

   监管机构将继续严格审查金融机构的云迁

移计划，进一步明确外包工作安排。金

融机构应主动与管理机构就云迁移进行沟

通，以展示强大的治理与风险管理能力。

   在就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网络与运营风险监

管方法达成共识方面，国际标准制定机构

仍将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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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为了响应议会要求优先开展这方面工作

的呼吁，英国央行、审慎监管局及金融行为监管

局将于2020年最终敲定运营弹性评估规定，并于

2021年底前开始实施。金融机构董事会与高级管

理层将需要与监管机构就可容忍的运营中断影响

等级进行明确沟通。包括：

 • 确定重要的商业服务；

 • 规划可提供支持的基础系统和流程；

 • 宣布每项服务的影响容忍等级；

 • 并演示为应对运营中断所作出的提升服务弹性

的努力。 

首批基于欧洲央行指定的“欧洲基于威胁情报的

道德红队测试”(TIBER-EU )的测试已经启动。我

们预计2020年引入这类测试（包括跨境测试）

的欧洲国家会增多。在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将

在挑战日益加剧的环境下，对金融机构开展更多

网络压力测试。金融机构必须为与监管机构打交

道做好准备，它们会将测试结果当作工具，以评

估金融机构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来弥补暴露出

的短板。

金融服务管理局在识别云对于创新和竞争的重

要性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大规模外包给不受

监管的云服务供应商所产生的集中风险。欧盟

（包括英国）会考虑将云服务供应商纳入监管

范畴，但由于面临棘手的基本性问题（例如，

拆分云服务供应商在欧盟的金融服务部门、建

立授权制度的可行性），进展缓慢。

运营与网络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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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德勤数字化风险调查受访公司的云应用情况

规模化应用的三大障碍

资料来源：德勤，《数字化风险调研》，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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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管理机构将持续关注金融机构的云

迁移计划，部分监管辖区仍将保持比其他地区

更谨慎的态度。金融机构董事会与高级管理

层需要全面了解并全力避免与云迁移相关的业

务、技术和实施风险。现有的监管手段，如英

国高级管理人员及认证制度下的个人责任与运

营弹性框架，将被用于管理因使用大型云服务

供应商而引发的内在集中性与弹性风险。

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如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监会组

织 （IOSCO）和国际保险监管官协会（IAIS）将继

续努力就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网络与运营风险监管

方法达成共识，但我们预计2020年可以在这方面

取得更多进展。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稳定委员会制定的金融机

构网络事件响应和恢复最佳实践，对于形成网

络攻击共同响应至关重要。同样，七国集团网

络专家小组的工作已开始产生显著效益。我们

预计其将于2020年发布重要文件，规定部门

间一致的通信协议和处理非金融第三方风险的

统一方案。我们预计，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

国，美国将重复其在2019年6月实施的网络风险

事件模拟，并有可能在2019年的24家公共机构

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模拟范围。

 

运营与网络弹性

“金融机构董事会与高级

管理层需要全面了解并全

力避免与云迁移相关的业

务、技术和实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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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恢复金融服务行业的信任，监管机构仍将继

续关注金融机构决策与对待客户方式的基本治理

和文化驱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群体想

法”的迹象，例如高管过于强势以及/或者非执

行董事自由散漫，都会使董事会成员为应对监管

问责机制而发布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 

欧洲监管与管理机构仍会重点关注银行，因为

欧洲央行监督委员会主席Andrea Enria认为，银

行还未“做足够的努力”去改革其公司治理与

风险管理。8在爱尔兰和南非等辖区， 监管机构

的工作重点是将监管范围延伸至其他领域。我

们预计其他辖区也会有类似的趋势，尽管步调

可能不一致。

文化、治理与问责 

  重点聚焦

     监管及管理机构将运用更多的问责机制加

强公司治理与文化建设。

     管理机构会重视银行的治理与文化，但会

逐步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其他领域。

   管理机构将更加重视多元化、包容性、上

层（顶层）声音以及董事会如何为勇于发

声的员工营造安全环境。

   管理机构还将深入分析金融机构的“宗

旨”，以及其对客户、市场以及金融机构

的影响。  

“在继续严格管理“顶层声

音”的同时，管理机构将越来

越关注“上层声音”，因为很

多员工会从直接上司那里获

得文化和行为方面的暗示。”



27
27

前言

内容概览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跨领域趋势

IBOR 过渡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运营与网络弹性  
文化、治理与问责  
良好的客户服务

人工智能治理与模型风险管理

消费者数据使用监管

加密资产

金融犯罪

压力测试

特定领域趋势

银行业

资本市场

保险

投资管理

术语表

尾注

联系人

下一页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适任性和有效性将继

续得到关注，包括通过下一轮《资本要求指

令》评审对适当性和胜任能力进行调整。更为

要紧的是，欧洲央行将继续审查非执行董事的

时间承诺，审查他们如何能够确保对业务进行

充分的监督并提出质询。在爱尔兰，金融机构

将需要向央行证明，它们采取了何种行动以发

现和弥补其在适当性及廉洁方面的任何短板。

此前，爱尔兰央行对金融行业缺乏对监管要求

的认识表示了担忧。

随着干预措施越来越多，管理机构将关注董事

会所期望的企业文化在公司各个层面的融入程

度和可操作性，尤其是客户服务和风险管控部

门。在继续审查“顶层声音”的同时，管理机

构将越来越多地关注“上层声音”，因为他们

认识到许多员工从上司那里获得了文化和行为

方面的暗示。因此，管理机构将根据公司董事

会规定，审查中层管理人员在多大范围内向一

线员工传递并强化公司宗旨、价值观和期望。

管理机构将继续关注多样性，让金融机构承担

解决多样性不足的责任，尤其要体现在董事

会、高级管理层以及继任计划中。由于迟迟没

有进展，某些监管机构正在发出信号，表示愿

意适时考虑以多元化为由拒绝董事会候选人。

性别平衡仍是一项重要举措，但管理机构将寻

找“认知多样性”的更广泛证据，以及金融机

构是否有适当的政策确保董事会有足够多样化

的经验、知识和视角，从而对业务进行有依据

的监督和质疑。关于这方面，我们预计管理机

构将对象征性的或流于表面的任命产生越来越

多的质疑。

董事会需要用其在新兴风险领域的核心竞争

力、知识以及技能（例如使用客户数据以及人

工智能）来平衡帮助董事会获得更多样化背景

和经验的好处。

与此同时，监管机构将会寻找证明金融机构培

养这种文化（即员工常常能够畅所欲言或毫无

顾忌地上报问题）的证据。金融机构需要证

明，他们在积极听取员工提出的问题，并采取

可靠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严重的不当行为(如性

骚扰)将日益被视为金融机构内部基本文化缺失

的直接证据。

在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将对个体企业的

宗旨（也就是，创立公司的原因）进行更多审

查，以探寻背后的文化驱动因素，以及这些宗

旨是否可以对客户、金融机构以及市场产生可

接受的成果。

文化、治理与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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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将继续利用问责机制完善企业文化。引

入问责机制是南非金融市场审查机构最为重要的

建议之一，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正根据《资本

要求指令》就引入问责机制的利弊征求意见。爱

尔兰的《个人问责框架》将试图加强个人问责力

度，强化央行在该地区的执行力。一旦发生不当行

为或其他监管违规，实施任何此类制度都会给企

业和个人带来越来越严重的不利后果。例如，英国

与文化和治理有关的公开执法案件数量已经从15
宗（2017年）增至70宗（2019年）。 9, 10

文化、治理与问责 

资料来源：银行准则委员会，2018/2019年度回顾, 2019年4月

图4：员工是否认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已经（或即将）被管理层接受并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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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ankingstandardsboard.org.uk/pdf/banking-standards-annual-review-2018-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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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东与非洲地区的监管机构正日益采用

一种更加基于成果导向的方法开展监管和监督

工作。监管机构历来均倾向于重点关注企业的

流程和管制，而如今，他们同时还正日益重视

客户服务。 

这包括关注产品的等值性，以及具有非常规需求

的客户服务，包括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客户。虽然

并非新鲜事物，我们预计这些趋势的重要性仍将

在2020年及更远未来逐步提升。

金融机构将需要证明，良好的客户服务是他们一

切业务的核心。在英国，监管机构还将日益要求

企业证明自身定价决策是否公平合理。

2020年，英国将推出一系列新的规则，旨在更

好地保障金融产品的等值性，推动产品定价更加

公平、公开。监管机构已经对投资管理公司向投

资者提供的价值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同时还将要

求他们对自身资金所创造的价值进行首次评估并

发布相关评估报告。虽然相关费用可能不会大幅

下降，但在相关监管举措的推动下，来自媒体、

经销商和机构投资者审查将会日趋严格，投资管

理公司将愈加难以解释价值低劣的产品的合理

性。特别是，投资管理公司将需要确保不会对密

切跟踪某个指数的主动型基金收取过高的费用，

以及零售与机构投资者所支付的费用差额是公平

合理的，而非由不同市场认知和购买力水平导致

的结果。

良好的客户服务

  重点聚焦

     在金融服务产品的设计、销售和分销方面

的流程和控制之外，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将愈加关注金融机构客户所获得的服务。

     投资管理一直是监管思考和等值优先化的

前沿领域，并将持续如此。但2020年监管

机构的关注重点将日益延伸至其他领域。

   需要额外支持的消费者群体，如弱势消费者

等，在监管机构议程中的重要性将会提高，

其中弱势的定义将具有广泛的覆盖性。

   我们预测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对一般

保险定价的审核将会引致严格的限制措

施，使保险公司难以在消费者与同一保险

提供商续保时提高保费，以限制保险公司

对自动续保保单的使用，并引入新的要

求，使高级管理人员对产品是否物有所值

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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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险公司将会努力针对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的一般保险定价审查实施补救措施，金融市场行

为监管局预计将于2020年第一季度发布最终报

告。我们预测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对一般保

险定价的审核将会引致严格的限制措施，使保险

公司难以在消费者与同一保险提供商续保时提高

保费，以限制保险公司对自动续保保单的使用，

并引入新的要求，使高级管理人员对产品是否物

有所值承担责任。保险公司可能需要考虑价格禁

令或限制对自身的业务模式产生何种影响，并思

考如何改进自身定价和产品治理，以确保为客户

提供良好的服务。

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还可能会推出新的规定，要

求存款接收机构提供基本储蓄利率，即针对其已

开设一定时间后的所有快捷储蓄账户和现金个人

储蓄账户的最低浮动利率。金融机构将必须重新

思考储蓄业务模式，在其产品范围内提供的利率

与更广泛的存款融资需求之间进行权衡。

南非在2019年发布了《金融机构行为法案》草

案。虽然该法案成为法律仍需时日，但其中提出

对行为监管进行全面改革。对此，金融机构需要

即刻开始着手准备。在欧洲， 2019年欧洲保险

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发布了新的行为风险识别框

架；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发布了金融机构应

如何对待弱势客户的指引；瑞士则发布了旨在提

升客户保护的新规定。我们预测2020年监管机

构将对金融机构进行审查，以确保其采取措施实

现这些新规和框架所要求的成果。

良好的客户服务

图5：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发现，新客户常能以低于供应成本30%的价格购买保单，而针对持有同一产品超过10年的长期固定客户的定价
则往往含有近40%的利润

资料来源：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家庭保险专题分析”，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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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层面则采取措施改善客户披露，旨在帮助零

售客户更好地了解哪种产品能为其带来最大价

值。例如，《零售和保险类投资产品组合》法规

一个主要目标是使投资产品的成本和风险披露更

易于理解，同时不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可对比性更

强。目前，欧盟委员会正在与欧洲监管局合作

重新审查《零售和保险类投资产品组合》 
（ PRIIPs），预计2020年这一工作将会持续。

审查的重要领域包括业绩场景、成本、投资选项

及不同类型产品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投资管

理公司将需要确保自身的披露清晰明确，并在能

够提供相关材料予以解释。

最近以来，欧盟地区多个主管当局愈加关注产品

等值性方面的具体规定，如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

管局针对投资管理公司的新规，尤其在欧洲证券

和市场管理局发现，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计划

（UCITS）基金的零售投资者所支付的费用是机

构投资者的两倍后。因此，新的欧盟委员会极有

可能将在欧盟层面提出产品等值性的法规，部分

借鉴了正在英国有序发展的相关政策。

良好的客户服务

“金融机构将需要证明，良好的客户服务是他们一切工作

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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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与模型风险管理 

欧洲地区的金融服务及跨行业主管当局已经开始

密切关注具体的人工智能模型所带来的治理和模

型风险管理方面的挑战，以及对他们自身的监管

目标所产生的影响。

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仍处于相对早期

的阶段，但却有潜力推动金融服务企业进一步提

升竞争力、效率和盈利能力。“开放银行”以及

未来的“开放金融”等监管举措将持续推动先进

数据分析能力的发展，为金融机构和客户创造显

著的价值。

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将稳步而谨慎地推进人工

智能的应用。

 

图6：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大数据分析工具在车险和健康险公司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大数据分析在车险与健康险行业的应用：专题分析”，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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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聚焦

     人工智能模型的应用将持续缓慢增长。金

融机构正日益采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展低风

险活动，包括测试或改进现有模型。

     监管机构将传达明确的信号——人工智能

的应用不会降低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个

体责任义务方面的要求。

   思考、质询和管理人工智能模型将成为董

事会成员所必须的能力。

   监管机构将会继续考虑并实施相关举措，以

支持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应用，但我们预测

短期内其方法策略不会出现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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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热切期望看到人工智能为各行业和他们

自身带来潜在效益。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规模逐渐扩大以及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监管机

构对其风险和影响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

当前的监管框架并不限制人工智能模型的应

用。然而，在人工智能广泛普及的环境下，遵

守治理和风险管理规定，如模型的可解释性、

稳定性和表现性能等相关要求，将变得更具挑

战性。人工智能模型风险与其他类别风险（如

行为或数据保护等）之间的交互相较以往亦将

更加广泛深入。因此，金融机构将需要证明其

已改进自身的模型风险管理框架，能够识别并

管理更广范围的风险，如偏见、歧视、隐私和

更广泛的数据道德影响等。

一些监管机构，如荷兰中央银行和英国信息专

员办公室等，已开始发布相关人工智能指引和

框架草案。我们预测2020年这一趋势将在欧盟

和成员国层面进一步发展。如欧洲保险与职业

养老金管理局保险技术特别工作组目前正在评

估人工智能与其他常用保险模型的差异，并将

考虑是否需要出台具体的治理要求。在英国，

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将联合阿兰·图灵研究所

（Alan Turing Institute）发布一份报告，分析

金融行业如何就自身人工智能应用进行说明并

确保透明性。

这些举措将有助于金融机构将现有规定运用到

自身的人工智能模型之中。但是，这些举措亦

清晰表明，监管机构在逐渐重视其中风险的同

时，其监管预期并不会因金融机构本身对人工

智能的应用而受到影响，且采用人工智能也不

会降低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个人责任义务方

面的要求。

后者将成为监管机构尤其关注的重点领域。董

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层将需要展现其具备必要

的能力，能够对人工智能模型的关键优势、局

限、利弊和适当性进行思考、质询和管理。董

事会需要针对人工智能系统运作建立明确的风

险偏好框架和指标，并实行有效控制措施以确

保两者均得到遵守——监管对此抱有极高的预

期。这对实体模型而言尤其重要，例如用于风

险及监管资本计算或推动客户服务的模型。 

人工智能治理与模型风险管理 

“在人工智能广泛普及的环

境下，遵守治理和风险管理规

定，如模型可解释性、稳定性

和表现性能等相关要求，将变

得更具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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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董事会履行职责，模型验证团队以及三道

防线的其他关键监管部门须对人工智能具有必要

的技能和技术了解。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预测，2020年金融服

务领域的人工智能模型应用将持续增长，但步伐

会更加稳健。金融机构将倾向于采用人工智能模

型开展低风险活动，如测试或改进现有模型，但

不会用于全自动化的重大客户决策。

虽然证明人工智能模型合规性的责任属于金融机

构，但监管机构亦会持续提升自身的人工智能监

管技能和能力，并采用其他举措以推动更广泛、

安全的人工智能应用。但我们预测短期内人工智

能的监管应用不会出现重大变化。

随着监管机构对人工智能模型的预期愈加明确，

他们可能会将部分模型应用于传统模型——这些

模型也可能具有同样的特征或缺陷（例如不透

明），但这些特征或缺陷直到现在仍被忽视或低

估。监管机构期望金融机构能主动对此等缺陷进

行考量并做出应对，同时在适当情况下将针对人

工智能模型开发的改进型治理及模型风险管理实

践运用到传统模型之中。

 

人工智能治理与模型风险管理 

图7：颠覆性技术的应用是如何改变在操作层面变革风险管理的要求的？受访者最普遍认可的影响如下：

2019资料来源：德勤，《数字化风险调查》，2019年10月

42% 46% 46% 47%

需要针对各项颠覆性技术
采用定制化的风险管理方法

 需要重新定义风险与控制
的参与模型

持续监控相对于回溯性保证
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需要具备更多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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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消费者数据的使用开发出一个能够使竞争与

创新、数据与消费者保护之间实现适当平衡的框

架，难度极大。但是，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已下

定决心完成这一工作，而这在中期将会对金融服

务企业的创新和数据战略产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预测监管机构将会密切审视以下三个关键因

素，以明确自身的政策定位： 

 • 利用消费者数据而提供的新产品和服务为消费

者创造的短期和中期价值；

 • 金融机构的合法商业利益与消费者权益之间

的平衡，对消费者和社会关注的“道德”与“公

平”问题愈加重视；

 • 以数据为驱动的新产品和服务的大规模应用可

能对金融服务市场和其他公共政策目标产生的

累积和长期影响。 

金融机构要做出适当且均衡的政策应对，必须能

够妥善回答这些问题。对于金融机构个体和整个

行业而言，它们均应向政策制定者充分证明其现

有和正在开发中的数据驱动型实用案例确实有助

于为客户和社会创造积极的成果。不同的政策方

法可能会助力——亦有可能会阻碍——金融机构

在创新和数据战略方面进行的大规模投入。

欧盟预期将针对人工智能在人和道德方面的影响

采取的举措，以及欧盟和英国对“开放银行”

和“开放金融”议题的监管辩论，将是与政策制

定者开展积极沟通交流的直接机会。在保险行

业，我们预测消费者数据的使用，包括来自互联

家庭设备和老人机等新来源的数据，将会明显加

速。随着保险公司与传统保险风险分析模式渐行

渐远，他们将需要向监管机构说明这对消费者公

平性原则产生影响，包括价格上升、除外责任和

交叉补贴等领域。

消费者数据使用监管

  重点聚焦

     竞争、消费者保护、隐私及道德因素将会

影响欧盟和英国针对消费者数据使用的政

策应对。

     金融机构须做好准备，以展示数据驱动型

实用案例将为用户和社会带来的价值，并

证明不同监管政策方法会如何支持或阻碍

这些实用案例。

   董事会应在遵守现有行为、数据保护和平

等性法规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道德框

架、治理框架和有效的消费者参与。

   我们预测“数据等值性”将日益成为监管

关注的重点领域：金融机构将被要求证明

他们在这一领域公平对待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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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子行业层面，金融机构需要了解消费者会对其

新产品/服务具有何种反应。在数据的使用是否

公平与合乎道德方面，消费者的观念尚在形成之

中，但在出现任何不良事件的情况下可能会迅速

发生变化。当前的监管活动并不严格，但金融机

构不能因此而自满。若消费者或政治层面强烈抑

制企业对人工智能或数据的使用，这将会对金融

机构的声誉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导致强力的监管

回应，包括对过往业务的审查。

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均很可能会考虑将人工智能用

作一个概括性术语，作为利用大规模数据自动化

处理开展或驱动客户决策的一系列计算机技术的

统称。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解读远比当前许多

金融机构所考虑的范围更加宽泛。

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已经发现，企业清楚知

道其整合消费者数据的活动能够帮助其创造商业

价值。

消费者亦“应被赋能以了解自身数据的价值”

以及通过交换数据所可能获得的回报。11 我们预

测，“数据等值性”将日益成为监管机构的重点

关注领域，金融机构将不得不努力证明其在这一

方面对客户予以公平对待。然而，在进一步明确

客户数据使用的“公平性”之前，金融机构以数

据为驱动的产品和服务应具有充分的透明度和灵

活性，以有效应对变化不定的消费者、政治和监

管预期。

消费者数据使用监管

均不是个人数据被自动化方式
利用开展有关自己的决策

个人网络活动被跟踪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窃取

图8：在金融机构和组织使用个人信息时，最担心以下哪一后果？

资料来源：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信息权利战略规划：信任与信心，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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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意味着，数据道德——即可能对民众和

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数据收集、共享和利用方

法的评估——将持续成为董事会日益关注的重

点。12 董事会应根植于有效的行为与数据治理一

体化框架，着手建立强有力的道德框架。要制定

出最适宜的数据道德相关行动方案，金融机构将

需要具备多元的思维方式和视角。因此，道德框

架需要以多元化的高管团队和董事会为支撑，这

种多元化涵盖性别、种族、专业经验和社会背景

等方面。

道德框架只能建立在遵守现有行为和数据保护条

例以及客户数据使用是基于相关监管预期的基础

之上。特别是，随着《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监管

活动在欧洲逐步深化，我们的经验表明，金融机

构依然有可能无法达到基本的监管预期，包括数

据安全、数据处理法定基础以及通用数据治理实

践等相关方面。

 

“道德框架只能建立在遵

守现有行为、数据保护条例

以及客户数据使用是基于相

关监管预期的基础之上。”

消费者数据使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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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监管机构已经对加密货币领域的监管政策应

用方向进行了澄清，明确了欧盟监管体系下金融

工具或电子货币的定义。但是，在欧盟实施总体

性监管框架之前，未来12个月大部分监管活动均

将在欧盟的国家层面展开，监管机构将在现有欧

盟或国家监管规定的范围内应用或制定自己的加

密框架和分类体系。

对受监管企业而言，遵守一系列不同国家的分类

体系将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加密货币潜在结

构的广泛性和特点使之难以被简单地归入某种特

定类别。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发行方将必须

对自身的监管现状逐一进行评估，这将极大占用

他们的资源。某些情况下，金融机构可充分利用

其监管机构建立的创新促进机制（如沙盒等）。

即使加密资产被明确纳入监管范畴，欧盟监管机

构已承认将现有监管政策应用于加密货币的交易

极具挑战性，尤其是用于最终结算、托管服务、

交易报告及资产分割。监管机构将需要根据分布

式账本技术的独特特点进行调整，以使之适用于

归属金融工具的加密资产的交易。这将是参与者

创造市场并扩大自身跨境加密货币活动所必不可

少的促成因素。因此，我们预测，欧盟和国际监

管机构的一项优先重点，是推动国家之间监管框

架和分类体系的统一，以增强市场活力，减少监

管套利行为。

加密资产

  重点聚焦

     短期内，大部分加密资产监管活动将在欧

盟的国家层面开展，直到欧盟出台明确的

总体性方针。 

     监管将需要根据分布式账本技术的特点进

行调整，以使之适用归属于金融工具的加

密资产。

   加密资产结构潜在的广泛性和特点意味着

监管机构和受监管金融机构将需要对自身

的监管现状逐一进行评估，这将是一项极

为繁重的工作。

   监管机构将针对加密资产和相关产品采取

强硬立场，以降低对消费者的危害并保障

市场的健全稳定。

   鉴于未受监管但具有潜在系统性风险的市

场参与者可能会进入金融服务市场，我们

预测欧盟及国际监管机构将会优先针对全

球稳定币的政策举措达成一致。



39
39

前言

内容概览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跨领域趋势

IBOR 过渡

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运营与网络弹性  
文化、治理与问责  
良好的客户服务

人工智能治理与模型风险管理

消费者数据使用监管

加密资产

金融犯罪

压力测试

特定领域趋势

银行业

资本市场

保险

投资管理

术语表

尾注

联系人

下一页

同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将会明确界定加密

资产的风险权重。该委员会指出，如果加密资产

被界定为高风险资产，委员会将支持针对此类资

产制定保守的第一支柱资本和流动性要求。

“加密货币潜在结构的广泛

性和特点使之难以被简单地

归入少数类别。监管机构、

金融机构以及发行方将必

须对自身的监管现状逐一进

行评估，这将极大占用他们

的资源。”

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禁止

零售商向消费者提供未受监管的加密资产衍生品

可帮助消费者每年减少2.343亿英镑的损失。13

这是加密资产结构复杂性的有力证明。衍生品在

监管范围内，和不受监管的可转让加密资产不

同。我们认为监管机构可能会严格审查零售商对

受监管的加密资产的获取，并对能够获得此类资

产的零售商加以限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或成

为采取此类监管举措的先行者。该机构拟禁止零

售商“参照不受监管的可转让加密资产”向客户

销售“衍生品和交易所交易票据”。这一禁令有

望在征求社会意见后得到实施。14 欧盟及其他地

区的监管机构也将采取类似举措。 

预计监管机构会对面向个人投资者营销和销售不

受监管的加密资产这一行为加强管控，以避免因

违规销售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市场声誉。在目前

的低利率环境下，个人投资者可能会倾向于购买

有较高收益前景的资产，而忽视风险的存在。监

管机构则会加大对此类行为的关注。

虽然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会考虑针对不符合 
《金融工具市场指令》金融工具标准的加密资产

出台相关规定，但具体落实仍需时日。与此同

时，不受监管的新型加密资产也会继续涌现。受

监管的企业将会对（目前）不受监管的产品相关

活动持谨慎态度。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作为获授权

实体需遵守相应的监管规定，开展任何不受监管

的活动也都会受到这些规定的约束。

随着Facebook等投资方参与的Libra（虚拟加密

货币）项目启动，欧洲、中东与非洲及全球其他

地区的监管机构将会加快全球稳定币相关规定的

出台。全球稳定币兼具金融资产和支付工具的特

点，一些不受监管的大型组织机构都能够发行，

且他们拥有稳定而广泛的跨境客户群。

加密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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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担心，由于全球稳定币特性复杂，且不

受监管的发行者具有潜在系统性，这可能引发金

融稳定性、竞争、消费者保护、货币政策和国际

支付系统相关风险。在金融稳定理事会和七国集

团的领导下，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及中央银行将针

对全球稳定币采取协调对策，以防止监管套利并

应对上述风险。其中一项举措将是“加快制定可

能的公共数字货币解决方案”。15

欧盟和英国的监管机构还将对其支付系统进行效

率评估，探索如何通过改善传统支付系统，而非

不受监管的全球稳定币，满足日益增长的低成本

快捷支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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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4个活跃稳定币项目的名义总部  

资料来源：欧洲中央银行，“寻求加密资产的稳定性：稳定币是否是解决方案？”，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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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欧盟银行发生大量引人注目的反洗钱/反
恐怖主义融资违规情况，吸引了广泛的媒体报

导，但除此之外，这些案例也引来了政客关注，

他们不仅批评相关银行的行为，在某些案例中也

批评相关监管机构的表现。股东对问题的意识度

较高：在欧洲银行管理局进行的《2019年风险

评估问卷调研》中，67%的受访市场分析员认为

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及制裁合规将是来年银

行运营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16

在此形势下，监管机构将不希望再有任何金融

服务业的系统性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违规情

况发生。

因此，监管机构除了将审查企业的反洗钱/反恐

怖主义融资控制环境外，还将审查其文化和宗旨

是否会降低或提升金融犯罪的固有风险。金融机

构将要提供“高层基调”的证据，以证明董事会

和高管已对金融犯罪风险的各个方面建立积极警

惕的文化，此外，也要提供证据证明董事会始终

对此感到满意：该文化在每一层面均行之有效、

金融机构已有充分的上报程序、以及员工对即时

上报问题有所警觉，并感到受支持和鼓励，即使

问题尚未完全形成。

 

金融犯罪

“在欧洲银行管理局进行的

《2019年风险评估问卷调

研》中，67%的受访市场分

析员认为反洗钱、反恐怖主

义融资及制裁合规将是来

年银行运营风险增加的主

要原因。”

 重点聚焦

     监管机构对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违规情

况的容忍度将进一步降低。对违规行为的

制裁可包括：要求银行维持第二支柱额外

资本要求和/或对实施高管问责制的金融机

构追究该制度下的个人责任。

     2020年，国家主管部门（NCA）将着力于

跨行业的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意识、可

疑交易报告，以及对虚拟资产应用反洗钱

准则。 

   金融机构将需向国家主管部门提供数据，

以支持国家主管部门回应欧洲监管当局

（ESA）的联合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审

查以及设立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监管联

席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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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监管机构将要求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政

策或实务方面欠佳的金融机构采取即时纠正措

施，并迅速考虑采取监管或执法行动，例如通过

《监督审查与评估程序》施加额外资本要求或刑

事处罚。

面对监管机构的坚定决心，金融行业的起点却并

非一致稳健。最近，欧洲监管当局联合对全欧盟

范围的反洗钱风险进行检查，发现各领域经审阅

的可疑交易报告的成效逾四分之一的评级为低或

极低，同时，对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问题的

意识度方面，24%的评级为低或极低。17英国金

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最近对投资银行及投资管理机

构的市场违规操作合规性进行检查，发现多家企

业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名单控制以及电话谈话记

录与保存的要求的合规性较低，且非股票交易可

疑交易和订单报告的数量偏低。  

金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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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支付机构外币兑换店电子货币机构信贷供应商寿险企业信用机构总体

图10：经欧盟各国的国家主管部门检查评级为 “极低”或“低”的比例（按机构类型划分）

资料来源：欧洲监管当局对影响欧盟金融行业的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风险的联合意见，2019年10月。其他评级可包括“极高”、“高”或
“未评估”。报告涵盖2017年由原属地或所在地监管机构开展的所有检查。

洗钱/恐怖主义融资风险意识 可疑交易报告成效持续监察政策与程序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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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最新的评估数据为监管机

构的立场提供了支持。18数据说明，尽管所有欧

洲、中东与非洲管辖区都需提升反洗钱流程的

成效，以及对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准则的技术

合规性，但中东与非洲管辖区一般落后于欧洲

管辖区。

即时工作方面，欧盟的第五版《反洗钱指令》

已于2020年1月10日起正式生效，而第六版 
《反洗钱指令》的筹备工作也已就绪。第五版

《反洗钱指令》的反洗钱控制范围伸延至虚拟

货币及其发行人，符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对

虚拟资产的要求。重要的是，第五版《反洗钱

指令》将同时适用于从虚拟货币至真实货币的

资金转移以及虚拟对虚拟交易的资金转移。因

此，金融机构将须对其产品、供应商和持有人

采取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流程和准则。2020
年期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针对各国把虚

拟资产纳入反洗钱制度的合规情况进行检查。

此举将促使各国加快实施工作的步伐。

欧洲银行管理局将带领欧洲监管当局加强欧盟

企业反洗钱的力度。2020年，将对国家主管部

门实地检查，以评估和提升第五版《反洗钱指

令》的合规情况。欧洲银行管理局须于2020年
第四季度提交检查工作结果报告。预期欧洲监

管部门将要向企业收集数据，以支持他们对有

关检查的回应。此外，为配合2019年12月生

效的指引，欧洲监管当局将开始设立监管联席

会，针对在三个或以上成员国运营的企业，评

估他们的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问题。过往一

直有建议设立单一的欧盟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

资监管机构，以及通过条例而非指令，对欧盟

的金融机构直接应用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规

则。鉴于全球各地金融机构持续发生反洗钱违

规情况，有关建议预计将于2020年生效。

全球而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已发出指

引，以提升审慎监管机构与反洗钱/反恐怖主义

融资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有关指引提倡建立

有效的合作机制，并提出有关信息互换和合作

系统的指引。金融机构将要评估这些指引并了

解有关影响。

金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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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测试已成为监管机构了解和评估金融机构

风险、漏洞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必要工具。由于

监管机构越发关注重大周期性经济风险的形

成，预计对压力测试结果的审查力度将有所增

加。但实际上，许多事情于2020年将维持不

变。欧盟银行参与欧洲银行管理局的压力测试

时，将采用与往年大致相同的方法。EIOPA的压

力测试框架仍在审阅中，因此，2020年将没有

针对保险公司的测试。

尽管如此，我们预期2020年压力测试的角色将

发生转变，并对金融机构的要求带来飞跃式变

化。此情况有多种原因。

2019年，英格兰银行的独立评估办公室及欧洲

审计院分别对英国及全欧洲的压力测试框架进

行成效检查，该检查指出了几项有待完善或进

一步修正的领域。另外，EIOPA已就正规化和常

规化保险公司压力测试方法的步骤征询意见。

这些发展情况使得监管机构必须进行变革。

此外，监管机构也逐渐将焦点转向压力测试的

质量问题，如控制框架或模型验证，以及（尤

其是对银行而言）监管机构要求的压力测试是

否充分融入金融机构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此

外，如英国的情况指出，19压力测试可用于支持

行为监管工作，例如用作阐释债务负担能力或

投资估值压力情景的结果以及对个人（包括被

视为处于弱势的个人）的影响。

压力测试

  重点聚焦

     由于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着手对压力测

试进行变革，2020年，金融机构压力测试

的角色将发生转变。

     最重大的变化是，将有新要求规定银行和

保险公司评估因气候变化而引起的风险，

而此举将对现有风险管理框架和能力带来

挑战。

   监管机构逐渐将焦点转向压力测试的质量

问题，如控制框架或模型验证、以及宏观

审慎政策。而银行业将要就压力测试的复

杂性是否适度做出考虑，以及平衡银行和

监管机构的责任。

   计划中的变革将于未来数年实施，但在未

来一年，金融机构将需要开始计划对新能

力进行投资，并考虑对运营的影响。首席

风险官应考虑如何将压力测试融入业务，

并在项目中引入相关变革计划，以建立风

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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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也越来越重视以压力测试支持宏观审

慎政策以及微观审慎监管工作。实质上，这意

味着监管机构建立的模式将考虑金融机构间连

锁效应以及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利反馈

循环。当压力测试情景中出现损失，这些特点

预计将加速发展，并可能会加剧累计损失。通

过这种分析掌握金融系统的整体情况，政策制

定者正考虑将压力测试范围延伸至全系统的投

资基金，尽管投资管理的当前重点是个别基金的

压力测试。

对金融机构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高级管理部门

一直在介入欧洲压力测试的未来方向。欧洲中

央银行监事会主席Andrea Enria讨论过如何在

维持相对简单且易于处理的压力测试框架下，

又能实现利用测试结果真实地了解银行的应变

能力，并用于完善银行运作的方式。20 这些问

题不容易解决，但是我们预期可用性将更为重

要，因此，预计压力测试的方法和输出将更加

复杂。

.

“监管机构也逐渐将焦点转向压力测试的质量问题，如控制框架或模型验证，以及

（尤其是对银行而言）监管机构要求的压力测试是否充分融入金融机构的自身风

险管理能力。”

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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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大的改变将是运用压力测试评估气候变化

为金融机构带来的金融风险。英国主要银行和

保险公司需在短期内集中准备针对气候变化的

压力测试，并将任何相关投资纳入整体ESG计

划的考虑因素。英格兰银行计划于2021年实施

第一次压力测试，作为双年探索情景。英格兰

银行于2019年末对该测试的设计发布了一份讨

论文件。EIOPA正准备一项针对气候相关风险的

敏感度分析，该分析将于2020年发布。其他监

管机构也在探讨有关题目，我们预期，通过绿

色金融网络内的协作，各方的目标和方式将大

致一致。

尽管这些变革大多要到2020年才开始生效，但

金融机构不应自满。未来一年，金融机构应密切

关注压力测试框架的变化，并开始对新能力进

行投资。

首席风险官应考虑如何将压力测试融入业务，

并在项目中引入相关变革计划，以建立风险管

理能力，如数据、系统和流程。此举不但能确

保银行满足监管要求，还可实现业务价值，从

而缓减不断增加的监管成本。

压力测试

图11：能源转型对银行普通股一级资本比率的影响

根据荷兰中央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转型风险可对
银行造成重大损失，将导致银行普通股一级资本比
率减少高达4.3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荷兰中央银行，荷兰金融系统的能源转型风险压力测试，2018年10月

4.3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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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监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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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冲突

特定领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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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要求条例II》合规 
《资本要求指令V》和《资本要求条例II》 将于

2021年6月开始生效。为确保做好准备，2020年
银行需要进行资源分配（尤其是风险和司库）。

《资本要求指令V》/《资本要求条例II》 合规将

使企业在搜集数据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尤其是关

于修改后的利率风险框架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

露计量标准方法（SA-CCR）框架。对多数企业来

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安装系统以根据颗粒度和交

易级别分配抵押品，以及完善计算引擎以处理非

线性产品。对于拥有复杂投资组合的银行而言，

更换现有系统架构既耗时又费钱。

在2021年法规生效日之前，欧盟很多银行已经开

始采用最低净融资比率（NSFR），欧盟的NSFR
差额从2018年6月的491亿欧元下降至142亿欧

元。21, 22

即便如此，到2020年，维持稳定融资的要求将继

续压缩银行利润。

银行业

  重点聚焦

     在2021年6月法规生效日之前，银行需要为

采用《资本要求指令V》/《资本要求条例

II》做好准备。到2020年，交易对手信用

风险（SA-CCR）将成为一项重要挑战。 

     实施《巴塞尔协议III》修改版的差异将继

续增加跨境银行的成本和复杂性。到2020
年，欧盟的实施方式将变得更加清晰，金

融机构将可以开始认真规划。

   对于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尤其是那些

已经开始意识到资本下限将增加战略决策

的不确定性的银行，将获得优势，此外，

已经开始在资产组合中进行标准化风险加

权资产计算的银行也将获得优势。

   审慎监管局发表了一封致首席执行官的公

开信，提醒银行及时提交完整、准确的监

管反馈报告，并表明了其将对非合规者进

行更大的强制行动。

   我们预计到2020年银行将发现当前规划的

处置最终状态与处置当局的预期之间存在

差距。对于那些以整合视角考虑必须实施

变革的银行，将最有可能通过提升可处置

能力获得更广泛的益处。

   我们预计，欧盟将努力消除银行业市场整

合的障碍。银行应准备好向监管机构提供

证据，说明监管障碍会如何妨碍其寻求整

合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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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和企业往来经常账户的形式拥有大量稳

定资金的银行，在应对这种利润挑战时仍最具

优势。某些银行可能需要将满足NSFR要求的定

期融资成本转嫁给客户。采取这种方式的银行

应该确保不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尤其是对于易

受影响的客户。

《巴塞尔协议III》差异

任何关于在欧洲、中东与非洲实施最终敲定的巴

塞尔改革时机的重大差异，将使金融机构跨多个

辖区运营成本和复杂程度增加。我们预计，2020
年可能出现差异的范围将会更加清晰。

假设英国在退出欧盟后获得更多监管灵活性，我

们预计英国财政部（HMT）和审慎监管局会支

持采用《巴塞尔协议III》准则，而非其他考虑因

素。这可能会使英国与欧盟出现差异。我们预计

欧盟不会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规定的2022
年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最新改革措施的实施。委员

会将于2020年第二季度发布《资本要求指令

VI》/《资本要求条例III》，我们预计政治协商

至少会持续2年。

如果欧盟出现延迟，可能会对欧洲、中东与非

洲其他辖区的实施时间产生影响。例如，瑞士

监管机构可能会郑重考虑延迟实施，以便与欧

盟保持一致步调。

考虑到可能会对欧盟银行产生的影响（参见图

12），我们预计欧盟立法机构将减少那些会削

弱改革影响力的实质性差异。巴塞尔协议最终

方案中的几项条款会对欧洲银行产生重大影响；

资本下限似乎极有可能根据欧洲的具体情况进

行调整。

小型银行中等规模银行其中：其他系统

重要性机构（O-SIIs）
其中：全球系统性

重要保险公司（G-SIIs）
大型银行所有银行

图12：对欧盟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准则最终方案导致欧洲银行出现资本缺口的估计

资料来源：欧洲银行管理局，“《巴塞尔协议III》改革：影响研究与重要建议”，2019年8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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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为资本下限做好准备  
尽管多数辖区将分阶段于2027年之前全面实施

资本下限，但一些银行可能认为，如需有必要，

应该从2020年开始计划如何调整资产负债表。

下限的实施将对管理层的工作重点提出挑战，

因为消除其影响将对杠杆率等其他竞争性指标

形成压力。它还会进一步增加银行战略决策的

复杂性，尤其是在评估下限对多元资产组合的

影响时。银行会考虑增加释放资本占用的资产

组合，以抵补资本占用多的资产组合。但在这

种情况下，能产出资本下线的资产组合在市场

上可能会变得更有竞争力，这类资产组合的定

价可能会上涨，使实现增长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或至少更昂贵）。

反过来，由于资产组合是否能够实现增长充满

不确定性，因此银行难以预测下限对其未来资

金状况的影响。如果银行已经在集团内部实施

了标准法项下风险加权资产（RWA）计算，

并分析了资本下限对业务和资产负债表潜在影

响，则可以在应用资本下限之前，通过开发自

己的业务模型获得先发优势。

内部模型针对性审查（TRIM）与内部评级法

（IRB）模型修复 
欧洲银行管理局IRB修复计划的实施工作（包括

变更违约定义）将于2021年1月1日起生效。对

于一些要实施变更的公司来说，这可能会导致

资本需求增加。再加上欧洲央行将于2020年终

止应用TRIM，许多欧元区银行将在满足必要补

救行动所需的建模资源方面面临压力。

监管报告

欧洲、中东与非洲的管理机构越来越关注银行

监管报告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英国审慎监管局

发表了一封致首席执行官的公开信，指出很多

观察到的缺陷，并明确表示将在必要时采取执

法行动。 在欧洲银行管理局面向所有公司发布

《资本要求指令》/《资本要求条例》的同时，

委员会提议集中披露第三支柱报告。尽管目前

这还只是一个提议，公司将需要在完成《资本

要求指令VI》/《资本要求条例III》评估时，评

估其对外部报告流程的影响。 此外，我们预

计，到2020年，银行高管和董事会将面临来自

监管机构的持续压力，而不得不采取行动确保

监管报告的完整性。可通过以下方式达成这一

目标: 对治理、控制措施以及其他流程定期实施

全面审查；展开深度演练，以检查监管报告的

准确性；持续努力，识别并验证报告流程中的

重要解释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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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

处置能力

在英国和欧元区，那些已经对于必须实施的变革

形成整体而全面看法的银行将最有可能获取更广

泛的益处，包括提升治理与风险监控，以及有可

能将处置计划转变为银行管理战略资产。可以通

过编制主处置手册，整合不同的处置要求。

到2020年，英国银行将迎来英格兰银行的最新

可处置性评估框架规定的首个截止日期，每家

银行必须在10月报告其内部评估结果。尽管这

些报告仅供英格兰银行内部使用，但银行需要于

2021年6月公开发布一份评估总结。此外，英格

兰银行还在2022年设定了一个截止日期，以确

保辖区内的所有银行均具备可处置性。银行需

要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我们预计英格兰

银行将在双边对话和工作计划中提到相关具体问

题。英格兰银行不希望银行将能力开发推迟至

2021年和2022年。

单一处置理事会（SRB）期望银行可以在2020年
最终敲定并实施相关工作。尽管SRB的做法与英

格兰银行基本类似，但仍存在明显差异： SRB表
示不认为目前应该披露相关信息。我们预计很多

银行将发现其与SRB对各种能力的期望之间存在

差异，包括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应变计划、估值与

运营连续性手册。

图13：德勤调研问题–银行当前对其处置优先次序（包括手册）的
解释与处置当局的期望之间的差异  

资料来源：德勤，“欧元区可处置性调查”，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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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整合的障碍

由于欧盟银行业市场普遍被认为存在“银行过

多”和结构性盈利能力偏低的问题，23 我们预计

立法机构、监管机构以及管理机构愿意接受行

业提出的、证明金融服务监管法规可能妨碍整

合的例子。24

我们预计欧盟委员会将通过《资本要求条例III》
（与《资本要求条例II》类似)，尝试允许“本

土”管理机构免除对（母公司在欧元区内的）

欧洲银行分支机构的次级整合资本与流动性要

求，但这种做法可能会在谈判中面临“东道”

国的强硬反对。

这些欧盟举措引发的监管改革，如果有望落地，

也不太可能在2020年生效。不过，银行应准

备向管理机构和其它主管机构提供证据，以证

明监管障碍会如何妨碍它们寻求整合机会。此

外，银行应该寻求管理机构的协助，以在不需

要变更欧盟法规的前提下，依靠自身的力量，

确定能够更及时地采取措施，包括提升第二支

柱要求的透明度，以确保并购流程的定价可预

测，并明确对合并后运营整合的监管期望。

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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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市场准入

鉴于当前欧盟资本市场较为融合，且包括总部位

于欧元区的大型机构在内，均将英国作为其欧盟

资本市场中心，脱欧将对在英公司进入欧盟27
个国家市场产生较大影响。英国政府已于2020
年1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2020年末前将解除

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且过渡期于12月31日
结束。

于英国及欧盟而言，预计将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

的相关实质性条款，或替代现有自由贸易协定

的新框架（2020年末前达成一致）纳入脱欧协

议难度较大。一方面原因是，尚不存在欧盟与

第三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先例，因此无从参

考。另外，就从无到有的框架达成一致的过程较

为复杂。

资本市场

  重点聚焦

     2020年底前，英国将与欧盟就自由贸易协

定进行谈判，这一事件表明将金融服务业

市场准入条款列入协定的理想程度尚不确

切。

     尽管英国与欧盟将于2020年6月末前就其

完成等效评核的意愿作进一步努力，但是

预计在英机构不会期望这一过程在过渡期

内完成。

   预计单一监管机制将继续质疑机构将业务

及人员迁出英国、移入欧盟的步伐过慢，

包括总部位于欧元区的公司。

   机构需在较短期限内，为开启交易账户基

础审查报告建立必要基础框架及流程，并

作出决策，是否根据报告规定就使用内部

模型法申请获得批准。

   机构应关注解决问题根源而非交易报告的

快速调整。预计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

局（FCA）将关注买方市场，或实施监管

行动。

   大型投资机构需着手准备申请信贷机构资

质授权，根据《投资公司审慎要求提案》 
/《投资公司审慎监管指引》，申请将于

2020年12月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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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聚焦等效评估流程，关注英国、欧盟所签 
《政治宣言》中所作承诺的进展，致力于在

2020年6月末前达成承诺。预计6月底前完成相

关评估将要求欧盟认可英国脱欧后的监管框架

将与其现有（届时）框架一致，且认可英国的

监管方式后续将不会与欧盟相分离，包括已实

施的和未来将实施的法规（如《投资公司审慎

要求提案》 /《投资公司审慎监管指引》 ）。

技术监管评核及政治评核将包含在内，后者将

受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整体情况影响。

积极的等效评估结果将解决或改善众多重要金

融服务市场准入及相关问题（如：清算、股票

交易责任、衍生品交易责任及数据交换）。然

而，预计机构将不会期望该评估于2020年底前

完成。机构将对这一可能性做好准备，即过渡

期于2020年底结束之时，可能尚无完备的自由

贸易协定将金融服务一定程度纳入，或等效评

估可能尚未完成，机构的准备程度视英国与欧

盟谈判情况而定。2019年，欧盟成员国为应

对“无协议脱欧”，采取或预备采取措施，以

应对市场震荡或协议双方干扰，对此，如过渡

期结束时，包含金融服务市场准入的未来安排

尚未得到一致认可，机构将密切监测此类措施

的对自身的适用程度。

监管聚焦

在此背景下，预计单一监管机制将继续质疑机

构将业务及人员迁出英国以及移入欧盟的步伐

过慢等，包括总部位于欧元区的机构。预计客

户将继续看好高流动性市场以最小价差交易。

就英国而言，客户可能继续与英国实体进行交

易，款项转拨过程进而延缓。预计英国及欧盟

的监管重点将聚焦当地管理监督及新实体的风

险控制。具体将聚焦以下领域的风险管理：连

续交易及远程交易、集团内部监管、内部模型

审批流程。

法律实体优化

预计部分机构将启动在英及欧盟业务优化措

施，然而其执行能力将取决于对上述众多不确

定事件的解决程度。2020年可能进行回顾管

辖权限分析，并就新实体在节税效率、资本、

市场流动性、人才吸引、监管水平等方面是否

存在最优解作出决策。机构可能对新框架引发

的成本低效进行审查，特别是金融、风险、合

规、运营及前台的经营模式。

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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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险 
去年通过的《资本要求条例II》规定，只将在欧

盟实施FRTB作为报告要求，并将法定的资本要

求放到即将出台的CRR 3立法提案中。预计交易

账户较多的金融机构将开始参照修订后的标准方

法，遵守新的市场风险报告要求，预计最早可能

自2021年上半年起实施(或于指明用途的授权法

案最终敲定一年后)。这表示，这些金融机构需

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流程，以便

开始报告其交易账户风险。 

2020年，金融机构将面临艰难选择，即是否根

据报告要求就使用内部模型法申请获得批准。

尽管申请成本高昂，且如内部模型报告要求于

2023年年中生效，金融机构不会获得资本利

益，但《资本要求条例III》将FRTB作为法定资本

要求的申请日期在谈判期间尚不明确。

金融机构需注意，审批模型的监管期限有时较

长，若CRR 3应对市场风险的方法仅允许从上报

到法定要求进行短暂过渡，金融机构需考虑推迟

2020年的模型审批是否会使其准备不足。明年

继续采用内部模型法的公司应警惕，CRR 3可能

对内部模型法的使用规则进行修改。倘若如此，

对于采用灵活性、模块化系统的金融机构，由于

系统能够适应规则变化，将更能避免重复劳动和

成本超支。 

交易报告 
尽管欧洲大陆监管机构表示，2020年将更加关

注《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中零售客户保护领

域，但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可能会将目光转

向交易报告。待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报告系统

（金融工具参考数据系统）的英国版于退欧后上

线，预计此后监管审查将更加严格。去年，英国

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对银行征收巨额交易报告违

规罚款，预计今年当局将把重点转移到买方和批

准报告机制，如金融机构不遵守要求，当局则可

能采取监管和/或执法行动。

资本市场

“2020年，金融机构将面临艰难选择，即是否根据报告要

求开始申请使用内部模型法并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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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以上风险最小化，众多机构需要将目光从快

速调整交易报告转向解决出现违规的根本原因，

以便长期获益。欲有效解决问题，机构应确保实

施到位的交易报告管理及有序的数据管理。可能

还需关注框架的辅助要素——变革管理、数据管

理、数据质量监控，以及具体职能、责任、政策

和手续。管理信息的质量、一致性和相关度更

高，则可能加强高级管理层对交易报告风险的监

督，并使行动更及时。 

对大型投资机构的审慎性要求

《投资公司审慎要求提案》 /《投资公司审慎监

管指引》于2019年12月25日生效。该组合是对

投资公司实施的新审慎制度。自担风险或为第三

方提供担保的公司，如相关资产超过300亿欧元

(个人或集团)，则须获准信贷机构资质授予。截

止2019年12月24日，达到以上标准的公司须在

2020年12月27日之前提交申请。该日尚未达到

以上标准的机构应知晓，若连续十二个月企业

月度总资产平均数达到该标准，则须申请资质授

予。虽然资质的重新授予细节将待后发布，但机

构需尽早关注，因为申请流程可能涉及诸多细节

且较为漫长。

英国退欧后，目前尚不清楚新规将如何实施，未

来几个月，英国可能就其国内实施新规进行磋

商。因此，在英投资公司应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以便有足够时间准备应对。 

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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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概述

低利率将继续给保险业带来严峻的直接挑

战。2019年长期“无风险”利率暴跌，这对保

险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鉴于回报较低的长

期投资遭遇双重紧缩，风险边际增加，且利率

下调导致风险边际急剧增加，寿险行业遭遇重

创。《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的实施使

得结构性压力增大，情况进一步恶化，特别是

最终远期利率降低，以及过渡期时间减少。在

可预见的将来，通过上调名义和实际利率施以

援助的可能性似乎不存在。

对非寿险公司而言，核心承保业务及投资活动

的回报率长期走低，将加速驱动收费增值产品

的开发（如玻璃破碎险或担保资产保护险）。

然而，监管机构可能仍将重点放在该类产品的

分销和向消费者提供的价值及成果方面。此

外，由于近年来非寿险公司为寻求更高回报，

承担的资产风险不断增加，因此监管机构可能

也将关注其资产方面的风险控制。25

回归监管变革

《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中，欧盟委员

会在其2020年度审查的众多领域内，预计针对

保险公司将最为关注长期担保措施、环境、社

会及管治因素和报告、披露的相关变化。保险

公司需相应调整其经营战略及计划，以应对以

上变化。然而，预计不会对当前最为重要的议

题实行重大改革，即风险边际计算方法及欧元

流动性资产点。

保险

重点聚焦

     2020年，保险公司将继续面临长期低利率

逆风，且目前风力空前。这将加大寿险公

司的风险边际负担，并增加非寿险公司的

投资收益压力。保险公司将继续寻找新的

收入源以减轻压力。 

     《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将带来

重大变化，保险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及计划

时需考虑在内。特别是长期担保措施、环

境、社会及管治因素的报告、披露，但明

显与风险边际及欧元流动性资产点无关。

   市场不断趋于强硬的同时，监管者将对非

寿险公司的定价和准备金的模型及决策进

一步论证，尤其关注相关潜在风险，如气

候变化及网络安全，并给予交叉补贴。

退休市场的监管重点将放在养老金与保险监

管框架、英国养老金监管局及泛欧养老金产

品的协调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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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担保措施方面，预计欧盟委员会将适当修

正波动性调整，使之更适用于个体保险人的资

产组合情况。可能采用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颁布的《保险资本标准》2.0版本中调整贴现曲

线的类似的概念化方法，并使波动性调整产生

与匹配性调整相近的效果。

环境、社会及管治因素的相关争论点在于，是否

存在足够证据表明，“可持续”和“不可持续”

投资的风险预测存在差异，并进一步支持资本的

差异化处理。即使证明此类证据存在，预计仍将

对保险资本框架是否应明确鼓励制定绿色投资决

策展开激励争论。预计分别认为应明确刺激（或

压制）“绿色”、压制（或刺激）“褐色”投资

的两方，将不断施加政治压力。受政治施压，监

管者将倾向于后者，因其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围绕

已经明确的风险进行校准。任一方式都将开创重

大政策先例。另外，还将重点关注可通过刺激措

施获得的投资种类。

报告和披露的变革将要求保险公司相应变革系

统和流程。此外，《投资公司审慎要求提案》

第17号的实施对部分保险公司而言，将需要对

报告系统投入大量精力，而该报告系统自2016
年实施《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在经历

数个报告周期，投入大量资源后才确立不久。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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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欧元 % 不同产品类型的风险边际变化

来源：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2020年偿付能力II审阅意见征求稿》，2019年10月

30 年流动性资产点 50 年流动性资产点 50 年流动性资产点及100 bps增长

长期 其他



59
59

前言

内容概览

欧洲、中东与非洲中期趋势

跨领域趋势

特定领域趋势

银行业

资本市场

保险

背景概述

回归监管变革

非寿险行业定价

退休储蓄和养老金

投资管理

术语表

尾注

联系人

下一页

我们认为，仅在欧盟委员会指引一定政治方向的

情形下，才可能对欧元风险边际和流动性资产点

实行改革。就风险边际而言，由各类磋商和决策

论坛来看，鉴于对风险边际的强烈担忧大多来自

英国及英国脱欧，改革的可能性很低。

鉴于其对欧盟整体偿付能力比率的影响，对欧元

流动性资产点进行重大变革可能遭遇较大阻力，

然而将其他市场数据考虑在内进行小幅变革，这

一可能性较大。

2020年监控周期开始后，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颁布的《保险资本标准》可就以上两个问题提供

一大对立论调。尤其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决

定不采用基于资本成本的方法计算风险边际，有

意使计算出的风险边际对利率的敏感度远低于 
《欧盟保险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的计算结果。

非寿险行业定价

2019年末，众多非寿险公司目睹多种业务价格

大幅上涨。过去几年定价持续下调，使保险公司

能够提高票面价值，加强定价和准备金，并提

高回报。

审慎性监管机构将持续预测，保险公司定价时将

采用较为悲观的预测，特别包括愈发增加的气候

变化相关事件风险和网络风险敞口。包括对数据

充分性的审查，以及未来损失发生率和严重度预

计增加，考虑如何将其计算在内。

保险

图15. 八大非寿险市场收益率， 1999-2020（预测），占净保费收入的百分比（%） （股本回报率除外）
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总和

来源：Swiss Re sigma 3/2019 –《世界保险业:重心继续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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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环境不断变化，行为监管机构将对交叉补

贴和公平问题采取行动，使消费所得和竞争免

受伤害。

退休储蓄和养老金

2020年，消费者养老金投资将继续从传统的

担保产品转向基于个人储蓄的灵活现金支取产

品。低利率环境与这一趋势密切相关，将继续

对众多地区的养老金计划产生资金压力——例

如2019年荷兰计划延长退休年龄的新闻。

对于受英国养老金监管制度管理的金融机构，

预计2020年英国养老金监管局的未来监管制度

和职权将更加清晰，包括针对统合信托和“超

级基金”固定收益集合的监管制度和职权。预

计英国养老金监管局将稳步实施更加严密的监

管措施。关键在于监管机构如何从固定收益计

划的角度看待养老金框架内的整合和保险买断

的角色变化，以及监管机构是否认为保险和养

老金监管机构需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协调。对超

级基金而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监管争论

的结果。英国财政部《未来监管框架评估》也

可能涉及该论题。同时，预计考虑借助超级基

金进行整合的固定收益计划数量将会增加。

201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的裁决，拒

绝批准英国保诚保险（Prudential)根据《金融

服务和市场法案》第VII部分将年金组合转让给

Rothesay Life。保险公司为未来投资组合转让 
（尤其是年金）作准备时，需要将该裁决考虑

在内。虽然所提事项与英格兰和威尔士未来的

法律程序更为直接相关（且即使上诉时重新考

虑判决结果），然而无论投资组合转让发生在

何地，预计都将加强监管者对独立专家报告和

投保人利益的审查。

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和欧洲机构将积

极敲定泛欧养老金产品的框架，可能显著增强

欧盟整体的储蓄选择，并为众多保险公司提供

新的产品机遇。相关议题可能较为复杂，特别

是考虑到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如欧盟各

国的税收待遇等。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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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客户提供价值接受监管审查方面，投资管

理领域处于最前沿。跨领域趋势章节积极的客

户服务将进行阐述。 

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

继2019年对多个基金开展流动性相关压力活动

以及2016年英国多个房地产基金暂停后，基金

流动性风险成为日益重要的监管议题。欧盟和

各国均出现较大程度的监管督查变动，因此，

我们预计2020年监管将进一步加强。尽管如

此，预计监管机构并不会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对

投资非流动资产的开放式零售基金实施禁令。

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的基金流动性压力测试

指引将于2020年9月30日开始适用。鉴于不同

类型的基金面临的风险不同，欧洲证券与市场

管理局采取基于原则的方式，允许投资管理机

构确定适用于各项基金的特定压力。该管理局

将要求各投资机构认真落实这一措施，否则未

来或将采取更具强制性的办法。对于刺激赎回

而言，由于某些投资机构拥有的潜在投资者数

据较为有限，获取优质数据并设定恰当假设将

是一大主要挑战。

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计划在2020年对UCITS
基金流动性管理进行广泛监督。尽管还未公布

具体细节，但有可能包括高收益债券基金，原

因在于该局开展的压力模拟工作发现，如果这

类基金的每周赎回占其净资产价值的5-10%，

则其中40%的基金可能面临流动性短缺。欧洲

银行管理局发现，杠杆债券基金的流出额高于

非杠杆债券基金，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也有

可能将此发现纳入考虑范围。此外，国际证监

会组织计划在2020年审查其2018年的流动性风

险管理建议措施的实施情况。

投资管理

重点聚焦

     基金流动性将在2020年成为监管机构的关

键优先关注事项。投资管理机构需要展示

自身拥有的稳健手段，能够开展资金压力

测试和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

   监管机构将要求投资管理公司提供其对投

资组合管理机构进行强力管理监管的证

据，以及投资组合管理机构采取有效措施

应对此类挑战的证据。

   监管机构将审查相关投资机构如何识别、

预防或处理投资管理和产品销售中存在的

利益冲突。

   在基金赎回条款与该基金资产流动性情况

的一致性方面，投资管理机构将面临更为

严格的监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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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在2018年提出

的投资基金流动性和杠杆风险相关建议，预计欧

盟委员会将在2020年提出相关法案，主要针对

流动性管理工具有效性和使用、国家监管机构在

暂缓赎回中发挥的作用、预防流动性不匹配过

度以及UCITS流动性报告。这些问题均有可能纳

入即将开展的UCITS 5和《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指

令》审查范围。

各国央行仍较关注投资基金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风

险。例如，欧洲中央银行曾表示整体市场低迷时

期，大规模的基金赎回可能引发流动性较差的市

场中出现资产被迫出售并加剧压力。

投资管理

“投资管理机构将需要审视其流动性压力测试程序，以

确保其情景足够严重、假设足够稳健并且能较为频繁地开

展测试。”

图16：资产价值下降1%后的基金赎回

资料来源：英格兰银行2019年7月《金融稳定报告》第35页图表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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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行长Mark Carney曾表示，投资非

流动性资产的日常交易基金建立在谎言之上，

并且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我们认为，欧洲

各国央行有可能推进基金流动性监督和评估要

求，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与适用于银行的要求保

持一致，并且他们将与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以实

现这一点。

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和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正

在对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开展联合审查。其

中，金融政策委员会已明确要求必须增强基金

资产与赎回条款的一致性，并针对流动性评

估、赎回定价和赎回通知期限制定相应准则。

这一审查预计将在2020年为如何实施这些准则

提供建议。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对非UCITS零
售基金提出新规定，要求不动产占该基金资产

至少20%，且不动产的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时，暂停交易。

主要投资非流动资产的基金将需要把风险预警

纳入金融推销行为和流动性危机应对计划中，

并且由其受托方监督其流动性管理流程。各

公司必须在2020年9月30日起开始遵守这一规

定，并且应当尽早更新计划书和推销材料以预

留充分时间。

总体而言，2020年基金流动性管理将受到更为

严格的监管审查，以及来自投资者和销售方的

监督。投资管理机构将需要审视其流动性压力

测试程序，以确保其情景足够严重、假设稳健

并且极其频繁地开展测试。他们还将需要审视

按照这些测试结果及其基金赎回条款对流动性

管理工具的使用情况，以确保在压力情景下切

实可行。投资者披露也将需要阐明该基金的流

动性风险以及可能使用的流动性管理工具。

基金管理

自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2017年的《意见》实

施以来，欧盟管理公司面临日趋严格的监督审

查，该《意见》明确对承担委托投资管理职能的

管理公司的监督要求，其中包括非欧盟实体。我

们预计2020年监管力度并不会减弱，尤其是在

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计划对各国监管机构处理

脱欧公司迁移开展同行评估后。爱尔兰中央银行

已经开始审查管理公司，评估这些公司是否拥有

充足资源和恰当的风险管理框架以遵守其制定的 
《基金管理公司指引》。该指引囊括了针对委托

监督、组织效能、董事的时间投入以及管理职能

的相关规定。

在英国，继暂停并随后关闭第三方管理公司 
（英国称为“主授权公司董事”）管理的股权

UCITS基金后，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首席执行官

Andrew Bailey建议审查主授权公司董事模式。金

融市场行为监管局此前突出强调这一模式中存在

的利益冲突，因为从商业角度看，投资组合管理

机构是主授权公司董事的客户，并且能决定其选

择和持续委任工作，而从监管角度看，基金投资

者是主授权公司董事的客户。

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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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同时指出，内部授权公

司董事面临对资产管理集团和对基金投资者的职

责冲突，并且有可能在集团内没有权力去质疑高

级董事会制定的战略。近几个月，英国授权公司

董事面临的监管审查日趋严格，并且2020年将

更严格。关于任命授权公司董事的董事会独立董

事新规已于近日开始生效，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希望能够对这些董事进行有效质询。高级管理人

员与认证制度包含价值评估责任新规、独立董事

代表性和代表投资者的最大利益行事，而遵守这

一制度同样也是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在2020年
针对该领域的重点优先监管事项。   

利益冲突

投资管理机构将需要展示自身如何处理其基金管

理模式中存在的利益冲突。监管机构希望相关公

司打造一种文化：管理公司的董事会对投资组

合管理方提出独立有效的质疑，并提供投资组

合管理方认真对待相关质疑的证据，并据此开

展行动。

《金融工具市场指令II》制定更为严格的利益冲突

标准，规定公司拥有明确责任预防或处理可能的

冲突，而非仅满足对客户披露的要求。我们预计

2020年如何识别和预防或者处理利益冲突将受到

监督审查，包括产品设计和销售、订单处理和分

配、投资研究、薪酬结构和外部关系。

英国近期一家曾被某知名投资平台推荐的基金高

调暂停，使得其投资平台发布的“推荐购买产品

列表”受到关注。投资平台必须审查其推荐基金

的方法，以确保公正地向投资者阐明情况，并且

还应审查管理监督办法以确保识别任何利益冲突

并进行妥善处理。

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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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D  
授权公司董事

AI  
人工智能

AIFMD  
《另类投资基金经理指令》

AMF  
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法国监管

机构）

AMLD  
《反洗钱指令》

ARM  
批准报告机制

ATI  
阿兰·图灵研究所

BCBS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BES  
双年探索情景

BoE  
英格兰银行

BRRD  
《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

BSB  
银行标准委员会

CCP  
中央对手方

CET1  
普通股一级资本

CFO  
首席财务官

CMU  
资本市场联盟

CRD  
《资本要求指令》

CRO  
首席风险官

CRR  
《资本要求条例》

CSP  
云服务供应商

CTF  
反恐怖主义融资

DB  
固定收益

DLT  
分布式账本技术

DNB  
荷兰国家银行

DoD  
违约定义

EBA  
欧洲银行管理局

ECB  
欧洲中央银行

EIOPA  
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MEA  
欧洲、中东与非洲

EMIR  
《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条例》

EONIA  
欧元隔夜平均指数

ESAs  
欧洲监管当局（欧洲银行管理局、欧
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以及欧洲保险
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

ESG  
环境、社会及管治

ESMA  
欧洲证券与市场管理局

ESRB  
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

€STR  
欧元短期利率

EU  
欧盟

EURIBOR  
欧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FATF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CA  
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FIRDS  
金融工具参考数据系统

FMI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FPC  
金融政策委员会（隶属于英格兰

银行）

FRTB  
交易账户基础审查

FS  
金融服务

FSB  
金融稳定理事会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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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A 
自由贸易协定

FTT  
金融交易税

GAP  
担保资产保护

GBP  
英镑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DPR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I  
一般保险

GSC  
全球稳定币

HMT  
财政部（英国财政部）

IAF  
个体责任框架

IAIS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IBOR  
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本文出现的“IBOR”是指伦
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欧元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以
及欧元隔夜利率平均指数）

ICO  
信息专员办公室

ICS  
保险资本标准

ICT 
信息与通讯技术

IFD  
《投资公司审慎监管指引》

IFR  
《投资公司审慎要求提案》

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MA  
内部模型法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OSCO  
国际证监会组织

IPU  
中间母公司 
IRB  
内部评级法

ISA  
个人储蓄帐户

IT 
信息技术

LIBOR  
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LLP  
流动性资产点

LTG  
长期担保

MA  
匹配性调整

Mancos  
管理公司

M&A  
并购

MI  
管理信息

MiFID  
《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ML  
机器学习

MREL  
自有资金与合格负债最低要求

NCA  
国家主管部门

NED  
非执行董事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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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RD  
《非财务报告指令》

NGFS  
绿色金融网络

NSFR  
净融资比率

OTC  
场外

P&Ps 
政策与程序

PEPP  
泛欧养老金产品

PRA  
审慎监管局

PRIIPs  
《零售和保险类投资产品组合》（法规）

QE  
量化宽松

RFR  
无风险利率 
ROE 
股本回报率

RTS  
监管技术标准

RWA  
风险加权资产

SA  
标准方法

SA-CCR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计量标准方法

SM&CR  
高级管理人员与认证制度

SMEs  
中小型企业

SRB  
单一处置理事会

SREP  
《监督审查与评估程序》

SSM  
单一监管机制

STO  
股票交易义务

STR  
可疑交易报告

STOR  
可疑交易和订单报告（含可疑订单报告）

TCFD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IBER  
基于威胁情报的道德红队测试

TPR  
英国养老金监管局

TR  
交易报告

TRIM  
内部模型针对性审查

UCITS  
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计划

UFR  
最终远期利率

VA  
波动性调整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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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m Woods, Deputy Governor for Prudential Regulatio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PRA, Stylish regulation, May 2019

2. Andrew Bailey,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CA,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conduct regulation, April 2019

3. Financial Times Ltd, Attack on South African central bank adds to Ramaphosa’s woes, 10 June 2019

4. Financial Times Ltd, Erdogan orders central bank to support economy, 10 July 2019

5.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Living longer: how our population is changing and why it matters, August 2018

6. Financial Times Ltd, David Pilling, The 19-year-olds who will shape Africa’s future, 4 November 2019

7. FCA, Business Plan 2019/20, April 2019

8. Andrea Enria, Chair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of the ECB, Just a few bad appl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and governance for good banking, June 2019

9. FCA, Enforcement annual performance report 2017/18, July 2018

10. FCA, Enforcement annual performance report 2018/19, July 2019

11.  FCA, Weighing the value of data – trade-offs, transparency and competition in the digital marketplace, May 2019  

12. The Open Data Institute, The Data Ethics Canvas, July 2019

13. 13. FCA, Prohibiting the sale to retail clients of investment products that reference cryptoassets, July 2019  

14. 14. FCA, Prohibiting the sale to retail clients of investment products that reference cryptoassets, July 2019

15. Germany and France Joint Statement on Libra, September 2019

16. EBA, Risk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 Summary of the Results, June 2019

17. Joint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on the risks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affecting the European Union’s financial  sector, October 2019

18. FATF, 4th round assessment ratings, October 2019

19. Charles Randell, Chair of the FCA, ‘Stress testing for human beings’, September 2019

20. Andrea Enria, Chair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of the ECB, ‘The future of stress testing - realism, relevance and resources’, September 2019

21. EBA, EBA Basel III monitoring exercise 2019– Results based on Data as of 31 December 2018, October 2019

22. EBA, EBA Basel III monitoring exercise 2019 – Results based on Data as of 30 June 2018, March 2019

23. ECB,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November 2019

24. Speech by Andrea Enria, Chair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of the ECB, Speech on profitability 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European banking sector, July 2019

25. EIOPA’s calculated UFR for the euro for 2020 is 3.55%. The annual change in the UFR is limited to 15 basis points per year, meaning that the UFR applied  by insurers is currently stepping down 
by this amount on an annual basis (the UFR actually applicable for the euro in 2020 is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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