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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市场诚信法治环境建设

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

屠光绍**

我仅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就资本市场

诚信与法治建设谈三点简单的想法 ,抛砖引玉 ,供

大家批评 "

一 !良好的诚信和法治环境是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

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内容 ,在国

务院 2009 年 19 号文中有过专门的阐述 ,就是金融

市场体系建设 "而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中 ,资本市

场又承担着最中心 !最重要的任务 "应当说 ,良好

的诚信和法治环境 ,必然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良好的诚信和法治环境能更好地保证金

融市场体系运行的规范性 "金融市场体系运行的

本文系根据屠光绍副市长在 201 2 年 12 月 8 日第三届 /上

证法治论坛 0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未经本人审定 "

上海市副市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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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在于为金融市场的各类参与者 ,特别是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 ,

提供一个公开 !公平 !公正的市场环境 "而这样的市场环境 ,需要良好

的诚信和法治环境予以保证 "

第二 ,良好的诚信和法治环境能更好地支撑金融市场运行的可持

续性 "很多专门比较研究国际金融中心的专家 !学者和市场人士 ,认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其实就是两条:一个是市场环

境 ;另外一个是人才储备 "可以说 ,诚信和法治作为市场环境的核心要

素 ,关系到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良好的诚信和法治环境 ,能够为金

融市场运行提供一个关键性的支撑 "

第三 ,良好的诚信和法治环境能更好地维护金融市场运行的稳定

性 "金融发展的历史表明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 ,往往根源于市场诚

信和法治的缺失 "有了良好的诚信和法治环境 ,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就

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

总之 ,诚信和法治环境的好坏 ,关系到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

益 ,关系到整个金融市场的信心 "因此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各

个环节当中 ,法治和诚信环境建设应当是列在首位的 "

二 !近几年上海的诚信法治环境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国务院2009 年 19 号文关于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任务中 ,有

一项重要表述 ,就是要建立既能与我国实际情况相适应 ,又能与国际市

场普遍做法相适应的一套法治和监管的环境 "按照这一要求 ,在国家

有关部门的支持 !推动下 ,在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下 ,这几年上海法治和诚信环境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我想在这里简

单地归纳一下:

一是以落实国家的法律 !法规为契机 ,根据地方立法权限出台一系

列地方性法规 "这几年 ,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的法律 !法

规 ,不断地出台和修订 "在此过程中 ,上海一方面做好相关法律 !法规

的执行和落实 ,同时也注重结合上海国际金融建设实际 ,出台了一系列

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性文件 "比如 ,上海出台的 5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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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建设条例 6,把法治和诚信环境作为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的重要内容 "根据这一条例 ,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文件 ,对于更

好地营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环境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二是以形成合力为重点 ,在执法方面建立一些有效的协调机制 "

注重国家金融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的有效协同 ,建立完善上海金融工

作在法治方面的一系列的机制 ,包括监管的协调机制 !打击非法金融活

动协调机制等 "为了更好地营造上海的法治和诚信环境 ,还建立了上

海金融法治环境建设的联席会议 "这个联席会议 ,是由上海市有关部

门 !中央驻上海的金融监管部门 ,以及司法部门和公安部门一起组建

的 "总之 ,建立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行政执法部门的会商 ,努力形成工

作合力 "

三是以提升司法专业有效为目标 ,提升司法水平 "上海已经形成

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一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浦东 !黄浦 !杨浦 !阂

行等区法院三级的金融审判庭 ,有效提升了金融审判的效率和质量 "

上海法院系统还创造条件 ,扩大涉外金融案件指定管辖法院的范围 "

另外 ,上海市检察院和两个分院 ,都成立了专门金融检察处 ,在金融案

件 !金融资源 !金融活动比较多的浦东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都

设立了金融检察科 "此外 ,上海的公安部门也在着手开展成立上海经

侦总队金融支队 ,建立专门化的队伍 "应当说 ,上海司法部门架构的创

新和改革 ,对上海规范金融秩序 !防范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

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同时 ,我们还注重充分发挥律师协会的自律管理 ,

在推动司法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四是以统一的信用体系建设为基础 ,增强征信系统的利用能力 "

早在 199 9 年 ,上海就启动了个人信用征信试点 ,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升

级为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 "2008 年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落户上海 ,

建立起面向全国 !集中统一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的基础数据库 "

目前该数据库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收集储存了 8 亿个的自然人的信

用信息 , 18 ,加0 家企业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 "仅 201 1年一年 ,就向

社会提供个人信息报告 2.4 亿次 ,提供企业信息报告 7 千万户 "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 ,为了更好地营造法治和诚信环境 ,上海还建立

了金融法治环境建设的联席会议 ,由上海市有关部门 !中央驻上海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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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 !司法部门和公安部门一起组建 "上海也印发了 5关于十二

五期间推进上海金融法治环境建设的若干意见 6,对 /十二五 0期间的

金融法治环境建设任务做了明确部署 "此外 ,在 2012 年 8 月 ,上海首

次向社会公开发布了5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治环境建设白皮书 6,包含

中英文两个版本 ,内容涵盖上海金融立法 !司法 !执法 !仲裁 !中介服务 !

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 "这些工作 ,也对上海营造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

起到了推动作用 "

近几年 ,上海诚信与法治建设取得的进展 ,与证监会以及其他中央

金融管理部门 !最高人民法院 !国务院法制办以及各位专家 !学者 ,对上

海金融法治环境建设所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

此 ,要特别表示感谢 "

三 !努力形成更为良好的上海金融诚信和法治环境

下一步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推动下 ,上海将依靠各方的力量

努力形成更为良好的金融诚信与法治环境 ,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

工作 :

第一 ,完善金融诚信与法治环境 ,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 "目前 ,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调结构 !转方式的重要任务 "这就对资本市场更好

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此过程中 ,需要不断通

过金融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

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满足社会公众对金融服务的需要 "但是 ,在金融

创新推进过程中 ,必须有良好的诚信与法治环境作为基础 "因此 ,金融

诚信与法治环境的建设 ,要进一步为金融创新打好基础 "

第二 ,完善金融诚信与法治环境 ,切实保护好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当前 ,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 ,已经成为了社

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关系到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因而 ,在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中 ,必须率先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方面营造更

好的法治和诚信环境 "比如 ,就诚信体制建设而言 ,应当在诚信立法 !

诚信执法 !诚信司法 !诚信守法等方面 ,形成更加有效的体制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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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完善金融诚信与法治环境 ,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

稳定 "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证明 ,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与法律制

度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 "这就需要在产品设计 !规则制定 !纠纷处理等

各个方面 ,将系统风险防范和管理纳人法治的轨道 ,做到权利义务清

晰 ,责任界定明确 ,保证措施完善 "在这个方面 ,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过程中 ,也应当努力起到一个带头走到前面的作用 "

第四 ,完善金融诚信与法治环境 ,要与加强行业自律协调推进 "近

年来 ,上海更加注重发挥行业 自律在塑造金融法治环境方面的作用 "

无论是在法律行业里面 ,还是在金融行业里面 ,都在完善加强协会建

设 "目前 ,上海已经率先在全国建立起来了金融联合会 ,包括证券 !保

险 !银行 !基金 !期货的行业工会 "在推进行业自律方面 ,金融联合会和

行业工会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推动 "下一步还要继续把这个工作

做好 "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包括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改革 ,发展前景

光明远大 "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也为金融从业人员 !金融管理者 !法律

工作者以及地方政府 ,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课题 "这些课题的不断

讨论和不断解决 ,也将向我们展示着辉煌的前景 "我们衷心希望 ,更多

的专家 !学者关心金融的改革和创新 ,关心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