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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MiFID II 监管改革研究① 

2018 年 1 月 3 日，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第 2 版（简称 MiFID 

II）将在欧盟全面实施，标志着近年来欧盟在金融监管方面最大力度

改革举措的正式落地。MiFID II 在原有《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简称 

MiFID）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调整，更加强调完善金融市场功能和结

构，加强投资者保护。该指令的实施将给整个欧盟乃至全球金融市场

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报告对 MiFID II 的改革背景、主要举措及影响

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以期为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改革提供参考和借

鉴。 

一、监管改革的背景、程序及实施计划 

（一）改革的背景 

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自 2007 年 11 月 1 日正式

实施以来，在促进欧洲市场一体化、加强市场竞争、降低交易成本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交易平台之间

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市场结构碎片化，越来越多的场外和暗池交易系

统增加了数据搜集和监管的难度；二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滋生出高

频交易等新型交易手段，超越了原有监管框架的覆盖范围，交易的透

明度和公平性面临严峻挑战；三是金融产品的创新步伐加快，对投资

者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当局逐步意

                                                             
① 本文仅代表研究人员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2- 

识到完善现有监管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着手多方征询完善意见，

启动监管制度的改革。2014 年 6 月 12 日，欧盟公布了《金融工具市

场指令》第 2 版（简称 MiFID II），并与 2014 年 5 月 15 日颁布的《金

融工具市场规定》（简称 MiFIR）共同形成一个新的法律规则框架。

MiFID II 和 MiFIR 于 2014 年 7 月 2 日正式生效。 

（二）改革的程序 

2001 年 1 月，欧洲证券市场规范专家委员会（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发布报告，正式

建立了欧盟金融法规改革的四级立法程序，即 Lamfalussy Process。

其中，第一级为框架立法，由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完

成；第二级是制定第一级框架指令的实施措施，由欧盟委员会及欧盟

证券市场管理局等共同完成；第三级是各成员国监管机关合作并与欧

盟证券市场管理局协商，将前两级立法转化为本国立法；第四级是欧

盟委员会对各成员国立法与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总体而言，第一级和

第二级强调框架立法和技术规定；而第三和第四级则旨在提高欧盟金

融相关立法在各成员国实施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加强各国监管者之间

的合作。 

（三）改革推进时间表 

与 MiFIR 一经颁布就自动成为欧盟所有成员国国家法规不同，

根据上文所述，MiFID II 于 2014 年 7 月正式生效，即完成第一级立

法后，在欧盟各成员国全面实施前还要经过第二、三、四级立法程序。

由于 MiFID II 涉及面广、改革力度较大，导致立法进程推动速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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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经过各方努力，如图 1 所示，目前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ESMA）

和各成员国已颁布了超过 100 多项技术标准及实施准则，基本完成了

MiFID II 的前三级立法程序，标志着 MiFID II 在欧盟各成员国的全面

实施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2018 年 1 月 3 日，MiFID II 将在欧盟全

面实施。 

图 1 MiFID II 改革推进时间表 

 

二、主要改革举措 

欧盟 MiFID II 指令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在欧盟提供投资服务

的具体要求；豁免范围及条件；投资公司设立及开展商业活动的要求；

交易场所的组织要求；数据服务提供商的持续义务；监管当局可获得

的权力；以及适用于以分公司在欧盟营业的非欧盟公司的相关规定等。

MiFIR 的主要内容包括：向公众和监管部门提供交易前后数据的规定；

扩大投资公司交易报告披露义务范围及提高披露要求的规定；强制衍

生工具在有组织的场所进行交易的规定；对金融工具和衍生品头寸进

行特别监管的规定；在欧盟无分支机构的非欧盟投资公司提供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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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规定等。 

图 2 MiFID II 改革目标及内容 

 

概括而言，MiFID II 及 MiFIR 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一）赋予监管部门前所未有的权力 

为了更好地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MiFID II 及相关技术规则赋予

了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ESMA）及各成员国监管部门前所未有的监

管权力。例如，当监管部门发现某些特定产品、交易有可能威胁投资

者保护、金融稳定和市场正常运行时，在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和协调

后，监管者可以禁止产品上市、限制产品头寸；当该市场或其他相关

市场的某一金融工具在较短时间内出现显著的价格波动时，监管部门

可临时停止或限制交易，并在特殊情况下撤销、变更或纠正任何交易。 

（二）实现产品和交易场所监管全覆盖 

MiFID II 覆盖了除外汇现货之外的几乎所有金融产品，包括固定

收益、股票及大宗商品的现货及衍生品，外汇期权、差价合约、二元

期权、远期合约等。此外，还重新定义了一种新的交易平台——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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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交易设施（Organized Trading Facility，OTF），包含除了规范化

市场和多边交易设施以外的所有集合第三方买卖利益并达成交易的

系统或设施，将原有监管范围以外的 OTC 市场②，例如经纪商/做市

商交叉系统（Broker/Dealer Crossing Network，简称 BDCN）、OTC 市

场中的标准化衍生品交易平台等纳入监管范围。同时，要求所有符合

中央结算要求并有足够流动性的衍生品必须在受监管市场、MTF 或

者 OTF 上交易，仅允许基于特殊目的的股票、债券交易和非标准化

的衍生品交易在不受监管的 OTC 市场中交易。 

（三）增加交易前后数据透明度 

MiFID II 提高了市场数据透明度要求，规定欧盟内部所有的投资

公司、受管制的市场（RM）、多边交易平台（MTF）以及有组织的交

易平台（OTF）必须根据相关信息披露标准，定期披露除外汇现货之

外的所有现货及衍生品的相关交易数据。披露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价

格、执行速度、执行可能性、结算规模及执行地点等。数据报告必须

尽可能接近实时披露。2020 年 1 月前，交易后报告披露的时限应在

交易执行后 15 分钟内，而在 2020 年 1 月之后，将缩短为 5 分钟内。

同时，为了提高报告效率，交易报告可委托交易场所完成，交易记录

需保存 5 年以上。此外，MiFID II 对豁免暗池交易系统交易前信息披

露义务的具体情形增加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并要求系统化内部撮合商

必须在交易前进行公开报价。 

                                                             
②
根据 MiFID 现行规定，监管所覆盖的交易平台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规范化市场（Regulated Market，RM），

即传统交易所市场；二是多边交易设施（Multilateral Trading Facility，MTF），指聚集多个第三方买卖报价，

并根据一定规则达成交易的系统或设施；三是系统化内部撮合商（Systematic Internaliser，SI），类似传统做

市商概念，指在自有账户执行客户买卖指令的投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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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制大宗商品投机 

MiFID II 要求市场参与者在大宗商品衍生品方面根据市场总规

模衡量自己的业务活动，超过一定市场份额的市场参与者必须以投资

公司身份申请相关部门的授权，接受其监管，从而避免由于仓位过于

集中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ESMA）还公布

了具体市场份额的计算方式。由于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公开数据缺乏，

ESMA 从位于欧洲经济区（EEA）的交易场所收集并提供了 2015 年

和 2016 年下半年的数据，辅助场内市场规模的计算，提高监管效率。 

（五）提高交易执行质量 

MiFID II 不断强调“最佳执行（best execution）”的概念。“最佳

执行”是指投资公司需综合考量价格、成本、速度、执行、清算、规

模、性质等各种因素，并收集相关市场数据，以确保提供最公平的价

格给客户。MiFID II 法规规定“最佳执行”的义务适用于所有金融工

具和金融场所，市场参与者要有“足够充足的措施”（第 64-4 条）来

贯彻落实这一理念。 

（六）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MiFID II 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者保护机制。主要包括四大举措：一

是优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将结构性产品纳入复杂产品范畴，就独立

投资咨询服务每年进行适当性评估；二是增加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内

容，充分披露服务的性质和内容，丰富市场分析材料的内容，就复杂

产品的特点进行必要阐述；三是加强机构内部控制与管理，提出独立

的投资建议概念，要求员工薪酬与考核体系不得与向客户提供的咨询

http://www.ieforex.com/j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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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挂钩，避免利益冲突，在开展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和结构性金融

产品销售等业务时，基金经理或咨询师禁止从第三方获取佣金；四是

严格限制各类诱导客户交易行为，研究服务费用必须独立于交易费而

单独计价收取。 

此外，MiFID II 建立了新的第三国公司市场准入机制。针对非欧

盟成员国的第三国公司在欧洲开展投资服务，如果客户是零售群体，

只需开设分支机构即可；如果客户为合格交易对手方，需在欧洲证券

市场管理局注册。 

三、监管改革的影响及启示 

（一）监管改革的影响 

长期来看，MiFID II 金融监管改革的各项举措，诸如拓宽监管范

围、填补监管空白、强化监管职权、提高交易执行效率及信息透明度

等，将有助于提高欧盟金融市场的监管效率，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加

强投资者保护。然而，由于 MiFID II 监管改革涉及范围较广，改革

力度较大，将大幅增加金融机构运行成本，限制其创新步伐。目前，

已有多家国际知名机构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决定逐步从欧洲市场

撤出。可以预见，在短期内 MiFID II 将给欧盟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和未来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此外，美国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美国财政部

发布了以银行部门改革为主、以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处罚、提高监管

效率、改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九项主张。

从特朗普政府强调的观点来看，主要目标之一是放宽对银行的限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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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增加信贷供给。尽管上述金融改革举措目前尚停留在讨论、建议阶

段，然而未来一旦付诸实施，将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产生溢

出效应。欧洲可能迫于压力，为了其金融业的竞争力在未准备好的情

况下贸然放松监管，这将对 MiFID II 的改革的长期实施效果造成较

大影响。 

（二）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已经跻身金融创新的前沿，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

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等金融创新蓬勃兴起，亦伴生了多种金融风险。

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举措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解决监管难题需要开创性的监管思路和举措。以诱因研究分

拆政策改革为例，为了提高金融机构收费项目的透明度，防范买方机

构受卖方机构捆绑提供的投资研究诱导而罔顾投资者权益进行不合

理交易，从强化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出发，MiFID II 要求金融机构对研

究和交易分类计价收费，将投资研究费用从原先的交易费用总账目中

分拆出来。这一监管改革与国际通行的监管法规存在明显差异，在全

球资本市场的监管实践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是要把握好监管改革的步伐和节奏。监管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

不会一蹴而就，更不能寄望毕其功于一役。纵观 MiFID II 全部改革

举措，由于涉及面广，改革步伐大，可能在短时间内给市场参与机构

造成较大的成本冲击，影响市场效率，也导致监管改革阻力较大，改

革推行的进程受到较大影响。在未来的监管改革中，应当进一步厘清

监管与发展、监管与稳定、监管与创新等关系，把握一定的尺度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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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 

三是顺势而为，保持监管定力，加速金融监管升级。无论国际金

融监管改革的趋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应当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尊重

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突破分业监管局限，强化穿透监管、功能监管

与监管协调，及时覆盖金融新业态、新产品，引导金融创新、提高金

融效率，切实做好金融监管升级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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