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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法公开征求意见，有利于中国金融体系稳健发展 

2022 年 4 月 6 日，央行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金融稳定法”或“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涵盖了总则、风险防范、

化解、处置以及司法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对于监管主体、责任、处置工具以及处置流程等事项

均做出了明确规定（详见附录）。 

惠誉博华认为，金融稳定法的推出使得未来针对金融机构的风险事件处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促使金融风险事件的应对更加及时、执行更加高效，有利于建立和维护金融稳定长效机制、保持

中国金融体系稳健发展。同时更严格的监管要求、更加明确的责任主体、损失承担顺序以及支持

措施，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信用状况的持续改善。 

金融稳定法的有效实施将逐步推动中国金融机构个体信用状况的提升 

本次中国政府和监管机构通过立法的形式，强调维护金融稳定和规范金融市场行为，凸显出金融

稳定极高的重要性和政府坚决规范金融市场的决心。同时，法律法规的持续完善进一步证明金融

强监管态势将成为常态，而非特殊情况下的短期措施。 

“经营环境”（针对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以及“行业状况和经营环境”（针对保险公司）是惠

誉博华评估特定金融机构个体信用状况时最重要的关键评级驱动因素之一，其评估结果能够直接

影响其他个体信用因素的评分。监管和法律框架是评估“经营环境”的一项重要考量项目，惠誉

博华认为透明、完善的法律和监管条例，较强的监管执行效力以及明确的债权人权利有利于金融

机构的经营环境评分。本次金融稳定法的推出，能够逐步推动中国金融机构经营环境的改善，但

需要注意的是，相关法案的效果对金融机构经营环境改善是长期且持续的，而非一蹴而就的，因

此金融稳定法的执行不代表将立即上调中国金融机构经营环境评分。 

另一方面，本次草案特别强调风险防范主体责任，更加明确股东和实控人的监管以及风险处置时

的职责和法律责任，明确规定依法打击“逃废债务”行为，相关法律条款能够从根本上对股东、

实控人和管理层行为产生实质的约束和威慑，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

治理的逐步改善也有利于金融机构业务状况或公司概况的评分，利好金融机构个体信用状况。 

此外，草案规定“被处置金融机构应当穷尽手段自救、切实清收挽损，被处置金融机构的股东依

法吸收损失”，凸显金融机构在处置阶段自身信用状况的重要性。因此，惠誉博华也将坚持同时

披露最终长期主体评级以及反映受评主体自身信用状况的个体实力评级或生存力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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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法的出台有利于中国金融机构信用状况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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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惠誉博华

惠誉博华银行评级标准政府支持评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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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的能力和意愿更加明确 

惠誉博华对于政府支持评级的评估主要基于政府支持能力和意愿两个方面。 

支持能力方面，金融稳定法对于处置资金来源做出相关规定，首次明确指出：1）若危及区域稳定，

且穷尽市场化手段、严格落实追赃挽损仍难以化解风险的，省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动用地方公共

资源；2）重大金融风险危及金融稳定的，按照规定使用金融稳定保障基金；3）必要时，中国人

民银行再贷款等公共资金可用于为金融稳定保障基金提供流动性支持。惠誉博华认为，明确的资

金来源，加大了政府支持的财务灵活性，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的设立和积累亦将逐步提升政府支持

金融机构的能力。此外，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在极端情况下的流动性支持亦是政府强力外部支

持的体现。综上，惠誉博华认为金融稳定法的实施有利于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支持的能力。 

支持意愿方面，尽管金融机构的处置计划将在金融稳定法的推动下持续完善，但目前相关处置计

划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惠誉博华仍然认为政府支持是对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外部支持的

重要考量。系统重要性是惠誉博华评估政府支持意愿最重要的因素，本次草案规定的“中国人民

银行牵头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侧面反映出对于最有可能引起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金融机构，极端情况下政府更有可能通过央行给予最强力的支持。因此对于特定金融机

构在全国和地方范围内的系统重要性，仍将是惠誉博华评估政府支持意愿的关键因素。 

此外，金融稳定法首次对风险处置时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1）

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处置辖区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风险及非金融企业引发的金融风险 2）国务院

金融管理部门负责处置所监管行业、机构和市场的风险；3）财政部门依法参与处置系统性金融风

险，并按规定履行相关职责，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对金融风险处置提供支持。对于地方农村合作金

融机构以及非持牌金融企业，惠誉博华主要参考地方政府支持；地方性持牌金融机构及商业银行，

主要评估中央及地方政府协同支持；而对于全国性金融机构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央政府

的支持意愿是最核心的评估因素。 

整体看，金融稳定法昭示中国政府对于金融体系稳定的极度关切，反映出中国政府一贯对金融机

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极强的支持意愿，明确的资金来源也提高了政府支持财务的灵活性，有利于提

升政府支持金融机构能力。 

处置资金首要来源及股权债权减记顺位更加明确 

金融稳定法明确了处置资金的来源及顺序。处置资金的首要来源为被处置金融机构内部，其主要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需根据恢复与处置计划或者监管承诺补充资本。其次，由市场化资金对被处置

金融机构进行并购重组。若被处置金融机构符合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规定的条件，将对其实施股

权、债权减记和债转股等措施，并按股权、次级债权、普通债权的顺序依次实施减记。 

惠誉博华对于金融机构各类债务工具的评级调整与金融稳定法明确的股权债权减记顺位一致。惠

誉博华认为，金融机构的各类债务工具具有各自的职能和特点，能够获得的政府支持不尽相同，

因此风险状况也具有较大差异。例如，右图展示了惠誉博华对于商业银行不同债务工具的评级调

整方法，以反映商业银行各类债务工具的细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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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主要债务工具评级指引 

债券类型 示例 调整基准 评级调整 

个人存款 储蓄存款 LT IDR +1 

高级无担保债券/公司存款 
金融债、绿色金融债、公司存

款 
LT IDR 0 

非资本债务工具 TLAC 工具 VR 或 LT IDR 0 

没有派息灵活性的次级债券 二级资本债 VR 或 LT IDR -1 或-2 

深度次级债券 永续债 VR -3 或-4 

注：基点与评级调整子级数的确认方法详见“惠誉博华银行评级标准”。VR：生存力评级，LT IDR：长期主体评级。 

https://fitchbohua.cn/%E8%AE%A2%E9%98%85%E6%8A%A5%E5%91%8A/%E5%8C%85%E5%95%86%E9%93%B6%E8%A1%8C%E4%BA%8C%E7%BA%A7%E8%B5%84%E6%9C%AC%E5%80%BA%E5%85%A8%E9%A2%9D%E5%87%8F%E8%AE%B0%E5%BD%B1%E5%93%8D%E8%A7%A3%E6%9E%90%E5%8F%8A%E6%83%A0%E8%AA%89%E5%8D%9A%E5%8D%8E%E5%AF%B9%E5%95%86%E4%B8%9A%E9%93%B6%E8%A1%8C%E5%80%BA%E5%8A%A1%E5%B7%A5%E5%85%B7%E8%AF%84%E7%BA%A7%E7%9A%84%E8%B0%83%E6%95%B4%E5%8A%9E%E6%B3%95
https://fitchbohua.cn/%E6%8A%A5%E5%91%8A%E6%96%87%E7%AB%A0/%E6%83%A0%E8%AA%89%E5%8D%9A%E5%8D%8E%E6%96%B0%E7%89%88%E9%93%B6%E8%A1%8C%E8%AF%84%E7%BA%A7%E6%A0%87%E5%87%86%E8%A7%A3%E8%AF%BB%E5%8F%8A%E4%B8%AD%E5%9B%BD%E5%95%86%E4%B8%9A%E9%93%B6%E8%A1%8C%E4%BF%A1%E7%94%A8%E8%B4%A8%E9%87%8F%E6%B5%8B%E8%AF%95%E7%BB%93%E6%9E%9C%E5%88%86%E5%B8%83
https://fitchbohua.cn/sites/default/files/2022-02/%E6%83%A0%E8%AA%89%E5%8D%9A%E5%8D%8E%E9%93%B6%E8%A1%8C%E8%AF%84%E7%BA%A7%E6%A0%87%E5%87%86-Final-0218.pdf
https://fitchbohua.cn/sites/default/files/2020-09/%E9%9D%9E%E9%93%B6%E8%A1%8C%E9%87%91%E8%9E%8D%E6%9C%BA%E6%9E%84%E8%AF%84%E7%BA%A7%E6%A0%87%E5%87%86%202020%E5%B9%B49%E6%9C%88.pdf
https://fitchbohua.cn/sites/default/files/2020-09/%E4%BF%9D%E9%99%A9%E8%A1%8C%E4%B8%9A%E8%AF%84%E7%BA%A7%E6%96%B9%E6%B3%95%202020%E5%B9%B49%E6%9C%88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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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内容概要 

 

风险防范 风险化解 处置资金来源 法律责任

1.金融机构应审慎合规经营，加强公司
治理和内控机制建设；
2.股东和实控人符合准入条件。
3.禁止股东和实控人在资金、财务数据
和股权等方面从事违法活动。
4.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应设定恢复与处
置计划。

1.监管指标异常波动时，主动化解风
险；
2.改进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
3.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等。

主要股东和实控人按照恢复与
处置计划或者监管承诺补充资
本，对被处置金融机构实施救
助。

1.没收非法所得；
2.罚款；
3.行政处罚；
4.刑事责任等。

依法监测行业金融风险

1.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实施早期纠正
措施；
2.投保机构未按照要求改进的，存款
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提高存款保险
费率；
3.特定情形下，建议国务院金融管理
部门实施处罚或处置等。

存款保险基金、行业保障基金
依法出资

1.地方人民政府不得违反规定干预金融
机构的正常经营活动和人事任免等事
项；
2.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1.支持金融机构清收处置资产和追赃
挽损，依法打击逃废债务行为；
2.协调组织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方式盘
活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和实施债
务重组；
3.维护区域信用环境和金融秩序；
4.及时澄清误导信息和虚假信息等。

危及区域稳定，且穷尽市场化
手段、严格落实追赃挽损仍难
以化解风险的，省级人民政府
应当依法动用地方公共资源，
省级财政部门对地方财政资金
的使用情况进行财务监督。

国务院金融
监管管理机构

建立所监管行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
负责处置所监管
行业、机构和市
场的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
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治理机制和基本制度

牵头处置系统性
金融风险，履行
最后贷款人职责

国务院外汇
管理部门

- -

主体

国务院金融
管理部门*

1.视具体情形对责任
人员依法依规予以处
理处分；
2.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1.监管指标异常波动，应提出风险警
示；
2.限制金融机构业务或人事变动；
3.责令对损失吸收工具实施减记或转
股等。

1.调动市场化资金参与被处置
金融机构并购重组；
2.按照规定使用金融稳定保障
基金；
3.必要时，中国人民银行再贷
款等公共资金可用于为金融稳
定保障基金提供流动性支持。

被处置金融机构应当穷尽手段自救、切实清收挽损
，被处置金融机构的股东依法吸收损失；

处置责任分工

1.依法履行风险处置、行业救助职责，发挥市场化
法治化处置平台作用；
2.担任被接管或被撤销金融机构的接管组织或实施
清算，依法采取相关风险处置措施。

金融机构
主要股东
实控人

存款保险基金
行业保障基金

地方/省级
人民政府

1.负责处置辖区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风险、非金融
企业引发的金融风险；
2.按照国家金融稳定发展统筹协调机制要求牵头处
置的其他金融风险。

1.行使被处置金融机构的经营管
理权；
2.向第三方机构转移部分或者全
部业务、资产和负债；
3.设立过桥银行、特殊目的载体
承接被业务、资产和负债；
4.暂停合格金融交易的终止净额
结算；
5.责令更换高管及有关责任人员
，追回绩效薪酬；
6.符合规定的，实施股权、债权
减记和债转股；
7.中止向境外汇出资金，要求调
回境外资产；
8.处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
要求所属集团的境内外机构提供
必要支持，维持关键金融服务和
功能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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