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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看穿式系统的最新进展①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证券交易

均呈现出高频化、碎片化、复杂化的趋势，为证券市场监管

带来了严峻挑战。同时，由于国际市场普遍采用名义持有的

存管方式，更加剧了监管的难度。为了提升监管的透明度，

实现跨市场监管的全覆盖，美国监管当局于 2016 年 11 月正

式通过了建立看穿式系统的行动方案。各自律监管组织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正式开始向新建的全国统一看穿式系统报

告交易订单数据。相较于前期发布的公开咨询文件，最终方

案从参与主体身份识别、交易时钟同步以及系统内部管理等

三个方面，对这一交易数据报告系统进行了优化和完善。 

一、美国看穿式系统的改革背景及进程 

（一）美国看穿式系统的改革背景 

2010 年，美国股市发生“闪电崩盘”。在后续调查过程中，

由于缺乏完整数据的支持，经过数月的调查，监管机构仍然

没能给出闪电崩盘确切的原因，只是给出事件过程的描述和

一系列可能的猜测，包括“错误指令”、交易系统缺陷、自

动止损交易、过度频繁“撤单”、“ETF 卖空”等。 

闪电崩盘事件直接暴露出美国市场现有看穿式系统的

缺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为提高对市场交易的监

                                                             
① 本文仅代表研究人员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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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事后分析和审查能力，开始发起筹建全国统一的看穿式

系统——综合审计跟踪系统（Consolidated Audit Trail，以下

简称 CAT 系统）。综合审计跟踪系统的目标是建成后将能够

收集并且准确识别在全国性证券市场（NMS 市场）交易的股

票及期权订单的下单、取消、修改、执行情况及相关投资者

信息，使监管机构能够在事后重构一些事件中关键时点的市

场交易行为，提高调查违法违规行为的效率。该系统将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信息数据库，将有 21 个自律监管组

织，近 1800 家券商向其报送相关数据；每天将记录大约 580

亿条股票或期权订单的发起、传送、交易、执行、修改以及

取消等全生命周期信息；将记录并维护超过 1 亿个投资者账

户信息；将满足每天上千次的监管查询需求。 

（二）美国看穿式系统的实施进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 2010 年 5 月 26 日正式

发布了建立综合审计跟踪系统的提案，并公开向社会各界征

询意见。同时，该提案拟对 1934 年《证券法》的第 11A（a）

（3）（B）规则进行修改，并新增第 613 条规则。 

2012 年 7 月 11 日，SEC 投票通过该提案，并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在其官方网站正式颁布最终文件②。同时，2012 年

7 月 11 日正式采纳了第 613 条规则，要求在 SEC 注册的所

有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和证券行业协会等自律监管组织都必

                                                             
②美国证监会文件《Consolidated Audit Trail》 Release No. 34-6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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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向 CAT 系统提交交易报告。 

此次颁布的最终文件相较于最初提案，主要做了以下几

个方面的修改：（1）将最初设计的是实时订单信息报送改为

事后订单信息报送；（2）允许各交易所向中央存储机构报送

订单信息时采用多种形式的格式，只要可以被中央存储机构

识别并在交给监管部门时转换为统一格式即可；（3）取消了

对于唯一订单识别码的要求，只要求当订单报送到中央存储

器后，中央存储器能够有效且精确地将同一订单生命周期各

事件相连，以满足监管需求即可；（4）延长了小型券商需履

行实施该系统的时限；（5）考虑了替代方案的选择以及未来

提高系统有效性的计划；（6）加强对投资者隐私和信息安全

性的保护；（7）明确最低容错率的要求等。 

根据第 613 条规则的规定，各自律监管组织必须在 2013

年 4 月 28 日之前向 SEC 提交用于建立、实施与维护 CAT 系

统的 NMS 计划。然而由于需要协调多方利益，同时项目招

标投标及组织机构建立等工作耗时较长，应自律监管组织的

请求，SEC 先后两次推迟了 NMS 计划的提交时限。最终，

2014 年 9 月 30 日，各自律监管组织联合提交了 CAT NMS

初步计划。2015 年 2 月 27 日，各自律监管组织提交了 CAT 

NMS 计划的修订版本。此后，CAT NMS 计划又进行了两次

修订，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公开发布以征询市场意见。根据

收到的市场反馈，SEC 修订并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投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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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 CAT NMS 计划，该计划正式生效。2017 年 1 月 17 日，

CAT 计划的参与主体正式选择了 Thesys 技术公司作为 CAT

系统 NMS 计划的数据处理机构（Plan Processor），负责运营

和管理中央数据存储系统（Central Repository）。 

根据法案规定，各自律监管组织及其会员必须在 2017

年 3 月 15 日之前同步各自的交易时钟；其中，自律监管组

织必须在 2017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开始正式向中央数据存储

系统进行监管报告，其大型会员必须在 2018 年 11 月 15 日

之前开始向中央数据存储系统报告交易数据，小型会员则可

豁免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开始进行交易报告。 

二、美国看穿式系统的制度设计 

根据 CAT NMS 计划的正式生效方案，美国对其看穿式

系统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制度设计。 

（一）优化账户身份识别机制 

1、三级账户识别体系 

根据最终方案，美国看穿式系统采用三级账户识别体系。

在客户身份识别层面，经纪商给其客户分配一个识别代码

（Firm Designated ID，以下简称 FDI 代码）；在经纪商身份

识别层面，每个自律监管组织对其会员经纪商分配一个市场

参与者身份代码（SRO-Assigned Market Participant Identifier，

以下简称 SAMPI 代码），；在 CAT 报告者身份识别层面，

Thesys 技术公司根据自律监管组织报送的会员交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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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I 代码以及为识别该交易商所必需的身份信息（比如

CRD 号码或 LEI 法人识别代码），给每一个具有 CAT 报告义

务的经纪商和自律监管组织分配一个独一无二的 CAT 报告

者代码（CAT-Reporter-ID），用于中央数据存储系统对于所

有数据进行内部处理。 

图 1 美国综合审计跟踪系统的三级账户体系 

 

2、提供客户身份识别的替代方案 

根据 613 规则的规定，CAT 系统报告主体在向中央数据

存储系统报告交易订单数据时须提供每一个客户的客户身

份代码（Customer-ID），这个代码要能确保独一无二地、前

后一致地识别单一客户；且针对同一投资者和经纪商，不同

的自律监管机构及其会员需对其使用完全相同的客户身份

代码。 

最终定稿的方案中吸取了市场各方的反馈意见，提出了

一个备选方案，即以客户相关信息代替客户身份代码。在客

户开户时，经纪商给其分配一个识别代码（Firm Designated 

ID），比如账户代码，但必须保证在同一交易日同一经纪公

司内部该代码指向的客户是唯一的。初始阶段，经纪商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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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数据存储系统报告所有活跃账户的全部相关信息，包括公

司分配的客户代码、客户名称、地址、出生日期、纳税人识

别代码（ITIN）或社会保障号码（SSN）、在该证券账户中承

担的角色（比如主要持有人、联合持有人、保管人、受托人、

代理人等）、LEI 法人代码和大型交易者代码（LTID，交易

规模较大者适用）。随后，经纪商每日报告相关更新信息。 

中央数据存储系统将根据经纪商提供的上述信息，将每

笔订单交易与特定的客户及其身份代码联系起来，并使用一

些必要的身份代码（诸如纳税人识别代码或社会保障号码、

出生日期、LEI 代码、LTID 代码）来对每个客户进行内部识

别。Thesys 技术公司需及时记录并保管用于对客户进行唯一

识别的所有相关信息及历次变更信息。其中，对于可直接识

别客户真实身份的信息，比如纳税人识别代码或社会保障号

码，必须加密后存储。 

3、简化 CAT 报告者代码披露 

根据第 613(c)(7)规则的要求，CAT 报告义务人需在向中

央存储机构报送发起、路由、修改、执行、取消订单或其他

应报告事件时同时报送 CAT 报告义务人 ID。 

结合市场各方反馈，SEC 豁免了上述报送义务，同意在

沿用现有识别路径的基础上，通过部分改进来满足 CAT 系统

对报告义务人信息精确度的要求。具体而言，经纪自营商在

向中央存储机构报送信息时，仅须报告其现有的由各自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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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所分配的市场参与者识别信息（Market Participant 

Identifier, 以下简称 MPID）；各自律监管机构每天向中央存

储机构报送其 MPIDs 信息对照表；中央存储机构通过将上述

信息匹配，产生 CAT 报告义务人 ID。 

评估结果显示，全美排名前 250名的经纪自营商按照 613

规则报送全系统唯一的报告义务人识别标识所需的成本至

少为 7800 万美金。因此，沿用现有识别方式即保持了现有

经纪自营商的信息报送习惯，又可以在不降低 CAT 系统信息

获取的精确性的同时降低成本。 

（二）事后及时报送交易数据 

CAT 系统将建立并维护中央存储机构的正常运转，用以

接收、整合和保留上文所提到的订单信息。中央存储机构将

为相关监管机构提供以统一电子格式保存的订单信息。各自

律监管组织及其会员应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并做好数据安全

保密工作，并协商确定整个系统的错误容忍度和不断探寻提

高系统运行效率的方法。各自律监管组织及其会员向中央存

储机构报送数据时应采用统一的电子格式或中央处理器能

够处理并转换为统一数据格式的其他格式。中央存储机构应

对每个订单生命周期内的全面数据（包括订单的产生、路由、

修改、取消、执行等全过程）进行记录和报告。 

各自律监管组织及其会员应最迟在订单发生的下一个

交易日（即 T+1 日）美国东部时间早晨 8 点之前向中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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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报送未更正的交易数据，并在交易发生的 5 日后（即 T+5

日）报送经更正的串联数据。该系统适用于在所有全国性证

券交易所交易的全部股票及期权产品；在系统实施 6 个月后

将对其他全国性交易证券是否纳入该系统进行评估。具体的

报告内容参见表 1 所示。 

其中，在期权的交易信息报告方面，SEC 结合现实考虑

豁免了期权做市商的报告义务。由于目前美国全国性市场上

期权做市商每日订单量可达 180 亿笔，期权交易所和期权市

场做市商重复报送交易信息将导致成本剧增。根据金融信息

论坛（Financial Information Forum，简称 FIF）、证券行业与

金融市场委员会（Security Industry and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简称 SIFMA）以及证券交易者协会（Security 

Traders Association，简称 STA）的估算，期权做市商满足 613

规则规定所需要的 5 年期成本约为 3.08 亿-3.82 亿美元。基

于上述理由，SEC 豁免了期权做市商的信息报送义务，改为

仅由期权交易所报送数据，从而解决重复性问题，节约成本，

提高效率。 

表 1 美国综合审计跟踪系统订单报告内容 

阶段 具体内容 

订单生

成阶段 

1、下单的投资者 ID（Customer-ID）或经纪商向客户分配的代码（Firm 

Designated ID）以及客户相关信息；2、CAT 订单 ID；3、接收或生

成订单的经纪自营商 ID（CAT-Reporter-ID）；4、订单日期；5、

采用时间戳（time stamps）的形式记录接收或生成订单的时间；6、

其他订单内容。 

订单路

由阶段 

1、CAT 订单 ID；2、订单路由日期；3、采用时间戳（time stamps）

的形式记录订单路由时间；4、路由该订单的经纪自营商或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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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AT-Reporter-ID）；5、其他订单内容。 

接受路

由订单

阶段 

1、CAT 订单 ID；2、接收订单日期；3、采用时间戳（time stamps）

的形式记录接收订单的时间；4、路由该订单的经纪自营商或交易

所 ID（CAT-Reporter-ID）；5、接收该订单的经纪自营商或交易所

ID（CAT-Reporter-ID）；6、其他订单内容。 

修改或

取消订

单阶段 

1、CAT 订单 ID；2、修改或取消订单日期；3、采用时间戳（time 

stamps）的形式记录修改或取消订单的时间；4、如被修改，修改后

的订单的价格和规模；5、如被修改，修改后的其他订单内容；6、

下达修改指令的经纪自营商 ID（CAT-Reporter-ID）或投资者 ID

（Customer-ID）。 

执行订

单阶段 

1、CAT 订单 ID；2、执行订单日期；3、采用时间戳（time stamps）

的形式记录的执行订单时间；4、订单执行能力；5、订单执行价格

和规模；6、执行订单的经纪自营商或交易所 ID（CAT-Reporter-ID）。  

订单结

算阶段 

1、结算账户编码；2、结算代理人的 CAT-Reporter-ID。 

备注 1、在下单和接受订单时，必须包括足以辨识投资者身份的投资者

账户信息。2、每个投资者和经纪商以及会员都必须使用全系统唯

一的投资者 ID（Customer-ID）和 CAT-Report-ID。 

注：其他订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NMS 证券编码、证券种类、价格、规模、下单方向（买或

卖）、订单类型、是否为卖空等信息。 

（三）简化订单配置报告要求 

根据第 613(c)(7)规则的要求，CAT 报告义务人须向中央

存储机构报送集合订单执行后是如何在子账户进行配置的

相关信息。而在豁免提案当中，各自律监管机构要求豁免这

项义务。 

各自律监管机构指出，由于集合订单的执行通常是由经

纪自营商的前台系统完成的，而配置是由后台系统完成，两

者相互隔离。因此，直接向中央存储机构报送集合订单执行

后的配置信息将给经纪自营商带来较大的成本负担。据估算，

全美排名前 250 名的经纪自营商为满足这一要求所需的成本

高达 5.25 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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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各自律监管机构提出了替代方案，即由 CAT 报告

义务人向中央存储机构报送配置报告（Allocation Report）。

配置报告中至少需包含以下信息：账户被分配的股票数量、

该账户被分配的 FDI（Firm Designated Identifier）、配置时间、

经纪自营商识别信息、股价等。基于以上信息，中央存储机

构能够将集合订单的成交和配置进行匹配，从而实现监管目

标。SEC 同意了此项豁免请求，批准了这一替代方案。 

（四）严格控制业务时钟差异 

根据第 613(c)(7)规则的要求，各自律监管机构及其会员

应同步各自的交易时钟，并采用时间戳（time stamps）方式

记录订单信息，其精确度至少在毫秒级（millisecond）。也可

采取精确度更高的形式保证订单记录的有效性，并每年对是

否需要提高时钟精确度进行评估。所有报告主体需同步各自

的业务时钟，时差控制在 50 毫秒以内。这也是目前电子化

交易系统的行业标准。至于需要人工操作的订单事项，报告

时间精度降为 1 秒以内。高精度的时间戳要求，有助于监管

机构能够把各大交易场所发生的交易同步起来，及时绘制跨

市场交易的全景图。 

而且，为了确保时钟同步标准始终与行业标准保持一致，

自律监管机构必须根据不同市场参与主体或交易系统的类

别分类评估时钟同步的行业标准，并将评估结果记录在每年

定期向证监会提交的报告中；CAT 计划的运营委员会将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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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时钟同步标准，必要时将进一步缩短标准时间戳。 

（五）完善 CAT 系统内部管理 

根据 CAT 系统的 NMS 计划，中央数据存储系统下设的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新增一位机构投资

者代表以及一位数据报告服务机构的代表。新方案下，运营

委员会将从以下机构中各选出一名代表，以组建 12 人团队

的咨询委员会：（1）雇员人数不超过 150 人的证券经纪商；

（2）雇员人数在 151-499 人区间的证券经纪商；（3）雇员人

数达到 500 人的证券经纪商；（4）有大量机构投资者客户的

证券经纪商；（5）获得国内证券交易所交易会员资格的证券

经纪商；（6）做自营交易的证券经纪商；（7）清算公司；（8）

开立证券账户但与任何一家证券经纪商均不存在重大关联

关系的个人投资者；（9）某个学术学会的会员，在证券行业

或与 CAT 系统运营相关行业有专业特长；（10）替公共部门

进行交易的机构投资者；（11）替私营企业进行交易的机构

投资者；（12）有丰富监管经验、受人尊敬的个人。而且，

来自衍生品业务活跃的经纪商代表不得少于三位，来自股票

业务活跃的经纪商代表不得少于三位。咨询委员会每届成员

的任期为三年。 

三、美国实施看穿式系统的市场影响 

毋庸置疑，实施 CAT NMS 计划将有助于改善监管数据

的完整性、准确性、可得性和及时性。其一，该计划要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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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参与者报告某些额外的信息，且所有数据从单一来源获取，

提高了数据的完整性以及监管主体搜集数据的效率。其二，

以统一的格式存储 CAT 数据、使用一致的客户和市场参与者

识别代码以及同步各交易市场的交易时钟等制度可以有效

提升数据的精确度。其三，由于监管机构可以直接获取 CAT

数据，数据的可得性也得到明显改善。其四，新制度下，监

管机构可以在交易发生的次日 8 点前获得未更正的交易数据，

并在交易发生的 5 日后获得经更正的串联数据，因此可以更

及时地对数据进行监控和分析。 

但同时，实施该计划为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了额外的监管

报告成本。目前，为履行监管报告义务，美国市场 21 家自

律监管机构每年花费 1.7 亿美元，按计划将承担 CAT 报告义

务的近 1800 家经纪商每年共花费 16 亿美元。因此，目前市

场参与主体在监管数据报告方面合计每年支出 17 亿美元。

结合市场反馈，SEC 估计 CAT 计划实施后，为了满足监管

报告要求，市场初期将花费 24 亿美元，此后将每年支出 17

亿美元。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行重复报告的过渡期间，即

CAT 报告义务人同时向现行监管数据报告系统以及 CAT 系

统报告交易数据，行业将每年额外支出 17 亿美元的重复报

告费用。 

总体而言，CAT NMS 计划的实施有助于监管主体及时

获取跨市场交易的全部数据，满足监管全覆盖的目标，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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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账户背后投资者的具体身份，较大程度上实现了账户系

统的看穿。但从业务推进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该项计划对

美国市场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以及监察系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也对经纪商在搜集、存储与报告投资者交易信息提

出了更严格的规定。特别是，CAT 规定交易所及其会员经纪

商的交易时钟误差控制在 50 毫秒以内，对低延时技术系统

的开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部分机构曾向 SEC 提交了延期同

步交易时钟的豁免申请，但被拒绝。考虑到美国这一看穿式

系统的设计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了较大挑战，在具体实施中

可能碰到一些问题和阻碍，实际效果也难以准确预判。我们

将持续跟踪和评估该看穿式系统在正式实施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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