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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监管的国别实践在路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意识

到市场公平缺失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不足是导致

危机的重要原因，促使行为监管成为危机后金融监

管改革的着力点。2017 年，我国第五次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摆在重要位

置，并强调“更加重视行为监管”。本文拟聚焦

澳、英、美等发达经济体及南非等新兴经济体，梳

理行为监管的实践经验，以期为我国优化行为监管

框架、创新行为监管手段提供经验借鉴与政策储

备。 

 

 

国际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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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监管的国别实践在路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意识到市场公平缺失和对金融消费者保

护的不足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促使行为监管成为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着力点。

2017 年，我国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摆在重要位置，

并强调“更加重视行为监管”。本文拟聚焦澳、英、美等发达经济体及南非等新兴经

济体，梳理行为监管的实践经验，以期为我国优化行为监管框架、创新行为监管手段

提供经验借鉴与政策储备。 

一、澳大利亚：行为监管的先行者，监管效果历经危机检验 

澳大利亚的行为监管是在经典双峰监管模式下推行的。英国经济学家泰勒早在

1995 年首次提出金融监管的“双峰理论（Twin Peaks）”，即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平

行并重。虽然双峰监管模式起源于英国，但澳大利亚自 1998年便开始实行双峰监管，

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要求，且监管效果经过危机检验。2008

年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开展金融赔偿计划，监管框架保持不变（见图 1）。金融监

管委员会协调联邦储备银行、财政部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其中，审慎监管局

（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 APRA）和证券投资委员会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Commission，ASIC）分别执行审慎监管

和行为监管职能。 

图 1：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框架 

 

 

 

 
行为监管职能 

金融监管委员会 

联邦储备银行 财政部 证券投资委员会 

支付清算 金融赔偿计划（2008）

审慎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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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的前身是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和澳大利亚证券

委员会，改革后监管重点是金融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目标是促进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市

场的信任和信心，保护消费者权益，确保市场公平有效以及提供高效的注册服务。澳

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执行监管的主要依据为三大法案，分别是《2001 年公司法》

《2001年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法》《2009年国家消费信贷保护法》。具体监管

流程和处理方法见图 2。 

图 2：ASIC执行监管的方法和流程 

  

 

 

 

 

 

 

 

 

 

 

 

资料来源：《ASIC’Approach to Enforcement》，2013 年 9月 

刑罚 关切 冻结 纠正 补偿 协商解决 

某种潜在的不当行为是否是我们的监管范围？ 

重要评估事项原则 

 损害的范围有多大？ 

 监督纠正的收益有多大？相关成本是多少？ 

 是否有其他重要因素影响这种行为？ 

 是否有其他可能的行为代替这种不当行为？ 

是否应当启动正式调查？ 

调查结果是否确认为不当行为？ 

选择合适的纠正方案原则 

 不当行为的本质与损害程度？ 

 违法者在不当行为后是否有其他作为？ 

 该案例的要点是什么？ 

 实施惩罚的主体是什么？ 

个人或法人？特定监管群体？公众？ 

 是否有减轻处罚的理由？ 

应当选择何种救济手段？ 

NO，则检查是否为

其他监管机构职能 

NO，则采用其他手段

（监视或移交利益相

关者）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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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拆解重组监管机构，实现行为监管的再创造 

英国银行业在 2008年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财政部在危机后主导金融监管框架改

革。危机前，执掌监管的金融服务管理局被拆解，一部分对金融机构审慎监管的职能

被移交至英格兰银行下设的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PRA）；

一部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对金融市场行为进行监管等相关职能保留，并重组更名

为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这两大监管机构原则上

为并列关系，在监管过程中需协调配合。虽然金融行为监管局由英国财政部和议会直

接任命，但是审慎监管局对其具有否决权（见图 3）。 

图 3：英国金融监管框架 

 

2017 年 7 月 5 日，最新发布的 2016—2017 年金融行为监管局年报《FCA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6/17》中，行为监管目标主要体现为：保护消费者、保护和

加强英国金融市场完整性、促进竞争与市场行为监管等方面。具体监管内容与措施见

表 1。 

英国行为监管局在制定监管措施、制定监管政策时具有严格的审查程序：（1）

优先考虑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的政策；（2）制定新规则的必要前提是能有效地解决

相应的问题；（3）及时审查不能实现原本正确目标的规则；（4）考虑政策与欧洲、

其他国家地区监管之间的关系。具体来看，主要有三大监管支柱，如表 2所示。 

任
命 

财政部和议会 

金融政策委员会 

审慎监管局 金融行为监管局 
否决权 

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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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英国行为监管局监管目标与具体措施 

监管目标 具体内容 具体措施 

保护消费者 

对金融消费者提供一种适当的保护，

鼓励所有公司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公

平服务 

一是确保公司政策始终考虑消费者，要求从

业人员公平对待消费者及抵押贷款客户，出

现问题应及时补救；二是监督企业以确保他

们符合其监管要求；三是严惩犯罪活动和提

高公众对欺诈的认识 

保护和加强英

国金融市场完

整性 

保障金融市场的公平、效率和透明；

公司可以在公开和透明的市场中经营

并取得消费者信任；构建有弹性的基

础设施和适当满足消费者、企业、其

他金融机构的需求 

一是保护所有非流动资产投资者；二是确保

供应商诚信行事；三是打击市场滥用现象；

四是严格调查内幕交易，改善英国首次公开

募股（IPO）流程 

促进竞争与市

场行为监管 

保持市场健康良好的竞争；保持消费

者的知情权；确保公司努力经营以维

持市场竞争；允许无生命力的企业退

出 

一是优先考虑那些对监管目标具有更高风险

的领域和公司，以及最能代表公共利益服务

的领域；二是判定和处理恶劣行为和市场滥

用的情况；三是对企业制定原则、规则和标

准，以确保公平和有效地运作，为市场和消

费者带来益处 

资料来源：《FCA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6/17》，2017 年 7 月 

表 2：英国行为监管局的三大监管支柱 

监管支柱 具体内容 

事前监督 搭建企业专用监督程序，对重要金融机构分部门监管 

事件驱动与反应监管 基于监管者的风险偏好专注于某种风险的结果分析并进行监管 

主题式监管法 跨部门将同一类型的业务职能统一监管 

资料来源：《FCA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16/17》，2017 年 7 月 

三、美国：基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行为监管框架，设立新机构 

金融消费者保护是行为监管最主要目标之一。美国在危机后更加重视行为监管，

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其设

立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下，负责保护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独立于现有多个监管

主体。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主要目标是“落实并加强消费者保护法案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实施，确保金融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公平、透明、竞争，为消费者享受金融产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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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保障”。其监管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聚焦于消费者。评价一个金融

机构的政策和做法时，主要关注其行为可能对消费者造成的风险。二是数据驱动原则。

所有活动均建立在对被监督对象、市场及消费者风险的数据分析之上。三是一致性原

则。对存款机构与非存款机构进行一致性监管。同时，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提供了一套

完整的监督审查机制，主要分为确定预查范围、审查、商讨结论并采取措施、监督

（见图 4）。 

图 4：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监督流程 

 

 

 

 

 

 

 

 

 

 

 

 

资料来源：《CFPB Supervision and Examination Manual》，2017年 6月 

四、南非：发展中国家推行行为监管的先驱者，改革成效有待观

察 

南非是发展中国家中对行为监管尝试较早、监管模式改革较为彻底的国家。2011

确定预查范围 

审查和分析现有信息，以确定风

险、调查领域和重点 

要求递交并审核相关准备文件和

信息（例如，内部政策、审计报

告、培训材料、最新数据） 

制定现场检查和评审的初步计划 

 

 

 

商讨结论并采取措施 

 

 与管理层、董事会交流调查结果

及可能的纠正举措              

 在必要的时候，签订适当的监管

协议或采取正式的执法行动 

 

 

 

 

审查（非现场和现场） 

与高级管理人员、信贷人员、合

规人员及会计人员面谈 

观察实际操作（如分支机构） 

通过观察样本交易，判断实际是

否与声明的政策和程序一致  

确定行为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要求

和政策指导 

监督 

 产品/市场分析              

 定期审查机构活动：电话和会议

等 

 审查相关报告和信息              

 确认机构是否实施纠正措施            

 确定下一步的审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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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南非以政策文件形式提出建议南非采取“准双峰”的监管模式。2013 年 12 月，

南非政府发布《金融部门监管法案》征求意见稿，开启对本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2017 年 6 月 22 日，经南非国民议会通过的最新版《金融部门监管法案》（以下简称

《法案》），是目前对南非金融监管体系最完整、最准确的论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以协调各监管部门；在南非储备银行中设审慎监管局；设

立金融行业行为管理局（见图 5）。 

图 5：南非金融监管框架 

 

《法案》指出，金融行业行为监管局是一个独立机构，监管目标与监管事项如表

3 所示。 

表 3：南非金融部门行为监管局监管目标与监管事项 

监管目标 监管事项 

加强和支持金融市场

的效率和完整性 

①依照法律规范和监督金融机构的行为；②促进可持续的竞争以保障金融业的

权威目标，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③定期审查金融行为监管的边界和范

围；④发布相关行为监管研究结论 

保护金融消费者 

①监控金融机构在多大程度为金融客户提供公平服务，保护金融服务的公平和

适当性，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合理预期；②制定策略和计划实施金融教育；③

与相关委员会合作医疗计划；④促进金融包容；⑤管理税收 

协助维护金融稳定 
①根据法案配合和协助储备银行、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国家信贷监管机构

等，确保国家权威 

资 料 来 源 ： Minister of Finance ， South Africa, 《 Financial Sector 

Regulation Bill》，2017年 6月 

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 

国家信贷监管局 南非储备银行 

审慎监管局 

金融服务局 金融行业 

行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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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效果与启示：重视行为监管是大势所趋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行为监管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着力点。其以明确的监管目的、

清晰的监管职能、良好的监管效果受到广泛认可，未来重视行为监管是大势所趋。 

（一）行为监管效果有目共睹 

澳大利亚是行为监管的先驱者，其重视行为监管职能的实施，避免了金融系统参

与者进行监管套利，充分保障了市场的公平、公正。澳大利亚因其完善的监管制度安

然渡过了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 年经济增长超过其他所有发达国家。澳大利

亚在危机中的优秀表现，成为英国、美国、南非等国家重视行为监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危机后，英国实行“准双峰”监管模式，相关改革帮助其走出危机阴影，经济企稳

并恢复增长。随着 2013年英国行为监管的全面推进，金融消费者信心提升，资本市场

表现好转，股市收回失地，并逐步回升至危机前的水平。美国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自

成立以来，出台多项消费者金融保护规则，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例如，2014 年 4

月，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因美国银行误导消费者购买额外信用卡产品、非法收取服

务费等行为对其处以 7.72 亿美元的罚款和退款。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设立对维护美

国金融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多元化的监管措施与完备的监管流程实现对

金融消费者的全方位保护；另一方面，借助惩处案例，警示金融服务提供者，以达到

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目的。 

（二）行为监管改革的启示 

基于国别实践经验及实施效果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改革方向的把握——集中行为监管职能，提升行为监管地位。国别经验的

梳理分析证明，未来行为监管改革的方向是集中职能，提升地位。多数国家的金融监

管均或多或少地涉及行为监管内容，但对行为监管重要性的认识是在危机后才得以被

各国普遍认识。目前，在已经推进改革的主要国家，行为监管部门均直接隶属于类似

“金融稳定委员会”（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委员会、英国的金融政策委员会、美国和

南非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高级别协调机构,这足以说明提高行为监管地位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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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行为监管的效率。 

第二，监管框架的设立——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行为监管模式，改革应当立

足本国特点。澳大利亚是双峰监管模式的先行者，金融监管框架明确，层级清晰；英

国是对“行为监管的再创造”，是“准双峰”监管模式，框架复杂程度较高；美国金

融监管模式的复杂程度最高，在危机后新设立高级别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执行主要行

为监管职能；南非改革后的监管模式是更加靠拢英国的“准双峰”。危机后，进行监

管框架改革、提升行为监管地位的国家，改革方案各不相同，改革模式也没有“照搬”

澳大利亚经验。因此，没有一种统一的行为监管模式，监管框架的改革和设立应立足

于本国特色。 

第三，重要目标的实现——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是行为监管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是行为监管的重要突破口。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由来已久，但是多在各级监管机构下

设相关职能部门，或是在消费者保护的职能机构作为细分业务存在，呈现出部门分散、

职能交叉、形式大于实质的情况。保护金融消费者是行为监管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同

时改革门槛低、难度小，应当尽快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的集中与完善，一些国别

监管措施和考虑因素是可以学习借鉴的（见图 6）。 

图 6：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 

  

资料来源：World Bank Technical Note，《Establishing a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Supervision Department》，2014年 3月 

更广泛的金融消费
者保护活动（如投

诉、教育）

与监督有关的活
动（如制定规
则、执行）

核心监督活动
（如现场检查、
场外监督和市场

监测）

 法律保障和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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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标准规则的制定——推进行为监管改革，构建标准规范的工作模式和流程

应当先行。从国别行为监管机构设立的经验来看，无论采取哪种行为监管框架的改革，

标准化的工作手册是开展行为监管的重要依托。例如，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均有标

准监管程序或措施清单。因此，应当尽快制定并推行规范标准的工作模式和流程，这

将有利于在未来降低行为监管改革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