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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研究

蔡宁伟 1

摘要：2008 年次贷危机后，美国通过健全监管机构、完善各自职责、出台新法案、组织

压力测试、开展检查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金融监管体系的再造和完善，进一步降低了发

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本文梳理了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外资银行的主要监管要求变化，

回溯其监管改革背后的动因，分析其监管规则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路径。

在强监管的大背景下，预计未来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外资银行或尝试建立独立于巴塞尔委员会

外的“美国规则”，持续加强外资银行监管，并不断完善对关键环节和个人的控制，进一步拓

展其“长臂管辖权”。作为应对，我国须加快建立独立的人民币金融体系，加强国家间的互利

合作，实施内外无差别的银行业监管，审慎推动在美银行机构的设立与业务开展，加强在美机

构及其雇员的管理，履行必要的合规责任与反洗钱义务，避免遭受不必要的监管检查和无谓的

监管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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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次贷危机后，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美国货

币监理署（OCC）、美国存款监理署（OTS）、美国国内收入署（IRS，也称“美国国税局”）、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等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监

管当局2，对系统性风险做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并开始持续加强对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中金融

控股公司和外资银行的监管，美国对外资银行业的监管步入了强监管周期（戚红梅，2009；艾

丽和刘明彦，2009；陈小荣和尹继志，2013；裴桂芬和李艳红，2014；冯利红，2014；杨海瑶，

1	蔡宁伟，管理学博士，中信银行总行合规部，联系方式：raking5678@126.com。本文为作者的学术思考，

不代表所在单位的意见。作者感谢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2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对外资银行业的监管，因此，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SEC）、美国商品期货

交易委员会（CFTC）、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等非银行业金融监管机构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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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国内对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既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对某一监管法案或监管措施的介绍

（冯辉，2014；李华泉，2015；姜跃生，2015；林涌、黄少明和赵琛，2017；刘天永，2017；

徐明棋，2017），缺乏系统性的整合和对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的梳理，因而大多只是对其监管理

念的宣贯（戚红梅，2009；陈小荣和尹继志，2013；吴健和朱非墨，2016），对其背后的逻辑

与目的则缺少必要的深入挖掘。其中，对《对银行控股公司和外国银行机构的强化审慎标准》

（2014）（以下简称EPS，《强化审慎标准》）等美国最新的金融监管要求，特别是包括EPS在内

的最新压力测试要求（艾丽和刘明彦，2009；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2009），更是缺

乏系统的研究。

鉴此，本文尝试应用系统性思维，采取“六何分析法” 1来梳理和回答上述问题。“六何分

析法”适用于界定固定问题，主要涉及对象（Who）、事发地点（Where）、事发时间（When）、

基本过程（What）、直接原因或具体呈现（How）和根本原因（Why）六个维度，在经济管

理、微观金融等学科的案例研究中，有比较广泛的应用（蔡宁伟、王欢和张丽华，2015；蔡宁

伟，2016等）。由于本文着力于对美国金融监管趋势的探索，以期引发我国相关机构的反思与

对应对策略的思考，因此在六何分析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应对路径”（Way），最终形成了

“6W+IH”的“七何分析法”模式。依据“七何分析法”，本文拟以后危机时代的美国主要外资

银行2监管机构为对象，回溯其监管变化的动因，梳理其监管实践，进而归纳相关监管规则的

特征，以期在此基础上对美国监管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并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的背景

（一）美国主要银行业监管机构

美国涉及银行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机构共9家（见表1），其中，美国国内收入署、美国货币

监理署、美国存款监理署和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隶属于美国财政部及其下属机构；其余的

5家机构基本平行且相对独立，但相互之间有交流协作。其中，美联储的权力呈现“扩大化”

倾向，成为系统风险监管者和“超级监管者”（戚红梅，2009；冯利红，2014等）。

从监管范围看，美国财政部（含美国国内收入署、美国货币监理署和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

1	“六何分析法” 也称为“5W+IH”分析法，既是一种思考方法，也是一种创造技法，最早由美国政治学

家哈罗德·拉斯维尔（H. Lasswell）于 1932 年提出。
2	本文中的外资银行意指在美国境内注册的外资金融机构和在美国境外注册的跨国金融机构，符合美国

“长臂监管”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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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美联储和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六家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涉及美国境外，拥有对

在美国开设分行或子行的外资银行业机构、美国公民和接受美国属地监管的跨国金融机构进行

监管的权力（王刚和徐暮紫，2011等），美国对外资银行的主要监管规则也基本都由上述监管

机构制定。

表 1：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列表

成立 
时间

机构名称 监管内容与对象 监管范围
监管范围是
否含外资银

行业

1789 年
9 月

美 国 财 政 部（U.S. Dept. 
of the Treasury）

财政、国债、征税等，监督中央银行
和储蓄机构（综合监管）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和美国公
民

是

1862 年
7 月

美国国内收入署（IRS，
财政部下属）

征税与落实纳税法案（专项监管）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和美国公
民

是

1863 年
2 月

美国货币监理署（OCC，
财政部下属）

美国联邦注册银行（监管机构：国民
银行）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跨州）

是

1913 年
12 月

美联储（Fed）
监督联邦储备银行、监管银行等金融
机构、货币政策制定执行、美元发行、
支付清算等（综合监管）

立 足 美 国 国
内，覆盖全球

是

1934 年
1 月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实行有法定限额的存款保险制度（专
项监管）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跨州）

是

1970 年
3 月

美国国家信用社管理局
（NCUA）

监督美国信用联盟组织和信用社的信
用活动，管理信用社股份保险基金等
（监管机构：信用合作社 1）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州内居
多）

否

1989 年
8 月

美国存款监理署
（OTS，财政部下属）

美国州立储蓄机构（监管机构：储蓄
银行 2 和储贷协会 3）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州内）

否

2010 年
7 月

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
（FSOC，财政部下属）

跨机构系统性风险监测与监管协调（综
合监管）

立 足 美 国 国
内，覆盖全球

是

2010 年
7 月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项监管：消费者
投诉、信用卡保护、约束收债公司滥
用权力等）

主要面向美国
国内和美国公
民

是

注：1. 美国的信用合作社一般由当地居民发起，立足社区、服务社员，属于“普惠金融”的范畴。2. 美
国的储蓄银行主要办理定期（长期）住宅抵押贷款业务，以服务州内居多。3. 美国的储贷协会是主要办理

定期（长期）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分互助制和股份公司制两类，由联邦或州政府主导，

也以服务州内居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监管机构的官方网站和维基百科部分信息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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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举措

针对2008年次贷危机中出现的监管真空和监管漏洞，美国金融监管当局迅速反应、密切关

注，出台了一系列补救措施，并建立、健全了以法案为主体的长效机制和具体的压力测试措施

（见表2）。

表 2：后危机时代美国监管主要举措列表

生效
时间

举措名称 出台形式和目的 出台方（签署人） 适用范围

2009 年
11 月

《监管资本评估
计划》（SCAP）

法案；开展严格的资本压力
测试，防范银行流动性风险

美联储发布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2010 年
7 月

《多德—弗兰克
法案》（DFA）

法案；防范系统性风险，为
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遭
遇的极端风险提供安全解决
方案

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牵头
制定，时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签署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2010 年
11 月

《综合资本压力
分 析 与 回 顾》
（CCAR）

测试；保证大型银行在各类
经济和金融压力下仍有足够
的资本和流动性，确保运营
正常

美联储发布
19 家在美银行控
股公司（含大型
在美外资银行）

2012 年
7 月

《沃尔克法则》
（Volcker Rule）

法案；禁止银行利用参加美
国联邦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
交易、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
基金

美联储牵头制定，时任
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
席 保 罗· 沃 尔 克（Paul 
Volcker）提议，时任美
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2012 年
10 月

《多德—弗兰克
法案压力测试》
（DFAST）

测试；限制系统性风险，银
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必须通过
压力测试防范可能遭遇的极
端风险

美联储发布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2013 年
3 月

《 海 外 账 户 税
收 合 规 法 案》
（FACTA）

法案；要求全球金融机构向
美国监管当局通报美国公民
在海外的金融资料，以备查
税

美国财政部、美国国内收
入署制定，时任美国总统
奥巴马签署

美国公民的海外
账户（全球范围）

2014 年
2 月

强化审慎标准》
（EPS）

测试；进一步管理银行系统
性风险，开展更严格的资本
和流动性压力测试

美联储发布
在美金融机构（含
在美外资银行）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出台的监管法案主要包括《多德—弗兰克法案》

（2010）、《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2012）、《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2013）等，制定的

具体压力测试措施主要包括《监管资本评估计划》（SCAP，2009）、《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

顾》（CCAR，2010）、《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DFAST，2012）、《强化审慎标准》（EPS，

2014）等。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是防范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具有对国内外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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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视同仁”的监管特点。这也就是说，无论美国的本土银行机构，还是外国或外资在美的

银行机构，一定程度上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对应的义务。

三、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的动因

美国的立法素有“循序渐进、日臻日善”的传统，金融监管也不例外（冯利红，2014；冯

辉，2014；杨海瑶，2017等）。当发现问题出在制度层而非执行层时，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会及

时加以反思、开展讨论，并出台对应的监管规则。这样的机制使出台的规则更具针对性、协同

性和全面性，有利于防止错误重犯。

（一）坚持问题解决导向

将解决问题作为导向，是美国金融监管一直以来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策略，并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2008年的次贷危机暴露出的以下主要问题，给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带来了极大震动和严峻

挑战（王自力，2008；冯利红，2014；杨海瑶，2017等）：一是如何确保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包

括外资银行）的资本充足与流动性稳健；二是如何确保金融机构（包括外资银行）的交易符合

穿透性要求，其中的风险不为复杂的交易路径和层次所掩盖；三是如何确保集团内部交易或子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针对以上问题，美国金融监管机构运用系统性思维，统一标准，采取法案实施、压力测

试、机构完善、客户保护等多项举措，力争达到监管目的。现有研究多采取独立的视角，探索

美国某一监管对策、法案和测试要求（裴桂芬和李艳红，2014；冯辉，2014；李华泉，2015；

姜跃生，2015；林涌、黄少明和赵琛，2017；刘天永，2017；徐明棋，2017），而忽略了措施

之间的联系及措施背后隐含的逻辑和目的。表3对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监管举措进行了系统性

梳理。

表 3：美国次贷危机后的问题导向与监管对策

危机反映出的需要
解决的问题

主要监管对策 1 主要监管实践 适用范围 2

如何确保大型银行
等金融机构的资本
充足与流动性稳健

《多德—弗兰克法案》（DFA）
《监管资本评估计划》（SCAP）
《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CCAR）
《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DFAST）
《强化审慎标准》（EPS）
设立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

压力测试从 19 家在美大
型银行覆盖到所有在美有
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机构
（FBO）

含美国境外
银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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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交易符合
穿透性要求而不为
复杂的交易路径和
层次所掩盖

《多德—弗兰克法案》（DFA）
《沃尔克法则》（VolckerRule）
设立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

全 面 梳 理 交 易 对 手 并
发 送 客 户 表 白 书（Rep 
Letter），禁止在美银行利
用参加美国联邦保险的存
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
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含美国境外
银行机构

如何确保集团内部
交易或子公司之间
的关联交易不会引
发系统性的风险和
危机

《多德—弗兰克法案》（DFA）
《强化审慎标准》（EPS）
《监管资本评估计划》（SCAP）
《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CCAR）
《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DFAST）
设立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

根据银行在美机构规模设
立监管标准，区分银行控
股公司（BHC）3 和金融
控股公司（FHC）

含美国境外
银行机构

注：1. 表中“主要监管对策”中加粗字体为该项监管问题的重要对策。2. 表中的适用范围包括美国境

内、外银行，其中美国境外银行包括在美国注册的外资银行和在美国境外注册的跨国金融机构。3. 银行分

支遍布全球，作为各行业复杂多层组织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银行控股公司（BHC）。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监管机构网站和专业文献编制。

（二）突出美国优先导向

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美国的战略思维发生了根本转向：逐步从“全球平衡”向“美

国优先”转型，实施系列减税措施并推动本土制造业的复兴，存在否定前任政策的可能。在

这一思维下，美国政府先后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以下简称《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等非美国主导、不符合美国

直接利益或优先价值的多边条约与组织。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美国的金融监管策略

也有所调整，主要表现为：与“美国优先”相符合的政策将继续坚持甚至进一步发扬；与“美

国优先”相悖离的政策将可能削弱甚至彻底废除。按照这一思路，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监管对策

可以分为对个人以及对组织/机构两大类（见表4）。

表 4：次贷危机后对监管对策的再评估

后危机时代美国的主要监管对策
（按类型划分）

是否符合
美国优先

未来可能采取的策略 适用范围

针对个人监管对策（主要含法案、组织）
1.《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CTA）
2.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

1. 是，加强全球征
税力度，符合美国
利益
2. 是，符合美国利
益

1. 延续并推广至 OECD 等国
际组织，推出加强版《金融
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统一
报告标准》（CRS）
2. 基本延续，可能因金融监
管放宽而放松部分要求

含美国境
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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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机构监管对策（主要含法案、压力测
试、组织）
1.《多德—弗兰克法案》（DFA）
2.《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
3.《监管资本评估计划》（SCAP）
4.《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CCAR）
5.《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DFAST）
6.《强化审慎标准》（EPS）
7. 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

1—6 项对策需再
评估，可能需要修
订；第 7 项对策基
本符合，可能会部
分调整

1—6 项对策将重塑美联储，
以“修复金融活力、推动金
融复苏”为名放宽金融监管；
第 7 项对策基本符合，引入
G20 倡导的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机制

含美国境
外银行

注：表中适用范围同表 3。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监管机构网站和专业文献编制。

由于两类对策带来的直接利益存在差异，未来的监管策略也可能面临分化和调整：一是针

对个人的监管对策，主要包括监管法案（《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等）和组织完善（设立美

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这类措施有利于美国的消费者保护和提升国家税收，维护国家的安

全与稳定。因此，虽然存在因金融监管放宽而放松部分要求的可能，但基本可以保持延续。如

《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还被推广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推出了加

强版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统一报告标准》，并影响了其他国家出台类似的政策1（李

华泉，2015；刘天永，2017）。

二是针对机构的监管对策，主要包括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沃尔克法则》

等）、压力测试（《监管资本评估计划》《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

测试》《强化审慎标准》等）和组织完善（设立FSOC等）。这类措施有利于加强对在美银行的

监管，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但是，这类措施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比如限

制银行等的金融机构的交易、增加银行的准备金和保险金、制约外资银行在美业务与发展等。

因此，尽管部分措施得到了延续和推广，但更多的监管法案和压力测试可能会做出调整，特别

是在2018年美联储主席换届之后。不少研究指出，根据2017年6月美国财政部的报告，特朗普

总统试图重塑美联储，并以“修复金融活力、推动金融复苏”为名放宽金融监管，其中美联储

的压力测试放松、对自营交易和高风险衍生品的交易放宽等或首当其冲，其核心在于降低对大

型托管银行的资本要求（林涌、黄少明和赵琛，2017；徐明棋，2017；程实，2017），预计最

早在2018年付诸实施。

1	例如，2017 年 5 月 9 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推出了中国版的“肥咖条款”，即《非居民金

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用以加强税收与反洗钱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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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的特征

（一）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范围的“扩大化”

在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之初，主要面向美国本土银行，并不涉足域

外事务。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特别是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美元逐步走向全球货币

的地位，一度与黄金挂钩（朱太辉，2010；黄海洲，2016等）。即便1971年布雷顿森体系解体，

美元仍然继续承担着全球货币的角色，并与石油等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绑定，被赋予了更多的

价值尺度和内涵属性。以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等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必然会扩大自身的

管辖范围、聚集监管权力、提升管理力度。这一背景与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都不断助推美

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走上前台、走向国际，成为国际金融管理，特别是全球银行监管政策的引领

者、制定者和裁判者。

机构监管领域：从美国本土银行转向对在美外资银行、全球其他银行的“全监管”。随着

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美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美元交易越加频繁；同时，伴

随美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元地位持续强势。但这其中，也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这就要求美

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视野必须更为广阔，并相应拓展监管范畴。2008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监管机

构看到了自身的监管局限、风险的内在关联，因此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FSOC、《综

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和《强化审慎标准》（EPS）及反洗钱和放恐怖融资等“全监管”举

措，将监管从美国本土银行推广到在美外资银行，及至未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不存在直接业

务往来的全球其他银行，加大了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预警。

个人监管领域：从美国公民账户衍生到全球银行账户、账户管理机构的“大监管”。账户

不仅可以知晓个人的收入、支出及其应税账款、实缴账款等衍生信息，还能了解资金流、信息

流、实物流的基本动向，并为反洗钱管理、反恐怖融资管理、异常账户管理、异常行为管理等

要件管理和精细化管理提供基础支撑。加强账户监管和纳税管理，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符

合当下“美国优先”的原则。《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等监管规则，采取了对境内外公民账

户“大监管”措施。以此为原点，向外资银行业延伸将是后续必然的安排。

交易监管领域：从交易内容延伸到对交易对手、交易背景、交易流程的“强监管”。引发

2008年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包括：交易设计存在纰漏、交易基础不牢固、交易层级太过复杂、

交易实质难以穿透。因此，将监管领域从交易内容（包括外资银行）延伸，形成包括交易对

手、交易背景、交易流程在内的“强监管”，成为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另一必然选择，以实现

“以内治外、以静治动，内外联动、动静结合”的基本格局。《沃尔克法则》的出台、CFPB的

设立等措施，因此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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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处罚的“长臂化”

如前文所述，美国的综合国力、全球一体化的加深和美元的广泛使用等因素，共同赋予

了美国监管机构，特别是金融监管机构以“国际警察”角色和“长臂管辖”权力。这一角色必

然要求其监管、检查和处罚的力度国际化，从维护自身“运动员”的利益共同体需要出发，一

定程度上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或处罚手段，使得美国监管机构的“长臂管辖原则”更加凸显，特

别表现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制裁国家与地区的管理上。此类案例无论是处罚对象、处罚金

额、处罚范围都以非美国本土银行为主，尽管不排除美国本土银行因受到严格的“国民监管”

而更加注意与合规。就此，本文综合了媒体报道、行业信息和监管通报，整理了2008年次贷危

机以来，美国监管机构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处以上亿美元及以上的重大处罚情况（不包括非危机

问题导向的违反反洗钱管理、反恐怖融资、受制裁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以及种族歧视等其他案

例1）。表5显示的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被美国金融监管处罚过亿美元的22家银行和31个代表

性案例中，扣除违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受制裁法律法规案例和员工种族歧视的案例后剩余

的10家银行的14个代表性案例。

表 5：2008 年以来各国金融机构因问题导向遭受美国监管处罚的代表性案例

金融机构 国别 时间 涉事案由 处罚金额

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 美

2011 年
2014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不当销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Libor）

分别被处罚金
1.5 亿和 3.1 亿
美元

瑞穗银行（Mizuho 
Bank） 日 2012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不当销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

被处罚金 1.3
亿美元

瑞士银行（UBS） 瑞
2013 年
2014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违规出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
（Libor）

分别被处罚金
8.9 亿和 2.9 亿
美元

汇丰银行（HSBC）英（港） 2014 年 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 被处罚金 2.8
亿美元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美 2014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违规出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MBS）

被处罚金 166.5
亿美元

苏格兰皇家银行
（RBS） 英

2014 年
2017 年

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被控
次贷危机前不当销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分别被处罚金
4.8 亿和 54 亿
美元

1	由于上述两类监管处罚的内容成因与次贷危机的问题导向并不存在直接关联，因此本文不再深入讨论。

涉及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的巨额处罚案例请参考尚微和蔡宁伟（2018）在《美国巨额监管处罚的主体、

对象、内容与趋势——基于 2007—2017 年处罚金额过亿美元的典型案例分析》一文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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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银行（Citi 
Bank） 美

2014 年
2015 年

被控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旗下
墨西哥国民银行（Banamex）被控未有效执
行美国反洗钱标准

分别被处罚金
3.1 亿和 1.4 亿
美元

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德

2014 年
2016 年

被控利用“资不抵债”的空壳公司隐匿应缴
税款；被控次贷危机前不当出售住房抵押贷
款支持证券（MBS）

分别被处罚金
1.9 亿和 140 亿
美元

高盛（Goldman 
Sachs） 美 2016 年

被控次贷危机前误导投资者买入高风险住房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被处罚金 50.6
亿美元

富国银行（Wells 
Fargo） 美 2016 年

被控未经客户同意开设虚假账户并违规收取
费用

被处罚金 1.9
亿美元

注：表中案例筛选标准为 2008 年来被美国监管机构（含非金融监管机构和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处

罚 1 亿美元及以上的金融机构案例。表格中加粗字体突出了相关金融机构因次贷危机前不合规行为的直

接处罚事由；斜体突出了唯一一家美国控股银行因反洗钱管理不合规，在 2008 年后被美国银行监管机

构处以上亿美元的罚款，所涉美国反洗钱标准即指 BSA/AML 合规项目（Bank Secrecy Act 与 Anti-money 
Laudering）。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编制。

按照次贷危机的问题导向，上述处罚案由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涉及引发次贷危机根源的违

规产品，有7家银行7个案例涉及次贷危机前不当出售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其中美

国本土银行有3家3个案例，占比均为43%；二是涉嫌违反监管规定偷漏税款，共涉及1家非美

国本土银行的1个案例；三是涉嫌垄断市场交易，有5家银行5个案例涉嫌操纵伦敦同业拆借利

率（Libor），其中美国本土银行有2家2个案例，占比均为40%，尚未过半；四是涉嫌非法开立

虚假账户牟利，只有1个案例，涉及1家美国本土银行，占比为100%。

从受处罚金融机构的金额来看，美国监管当局对美国本土银行也开出了大额罚单，且以美

国银行的166.5亿美元为最。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美国监管当局对10家银行开出的443.3亿美元

罚金中，美国的6家本土银行被处罚金为226.7亿美元，占比51%，处于略微过半的地位。这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监管机构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和“一视同仁”的公允做法，也可在一定

程度上解除其他国家及其金融机构，因次贷危机前美国本土银行在销售不当产品清偿、偷漏税

款、操纵利率这三类受处罚的案例中占比较小而引发的质疑与担忧。

（三）统一监管机构标准使之“通用化”

就美联储而言，其无论对境内外银行控股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y，BHC）还是境

内外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FHC），抑或是境外银行机构（Foreign Bank 

Organization，FBO），在这些机构全球总资产和在美机构总资产的划分标准上，均相对明确和

统一（见表6）（陈小荣和尹继志，2013；裴桂芬和李艳红，2014；Goldberg和Wang，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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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相关法案看，则无论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还是《监管

资本评估计划》《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强化审慎标准》，500亿美元都是一个基本的划分

标段，统一的界限划段十分明显。这一方面体现了监管主体的通用性和延续性，有利于被监管

的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解监管要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监管对象要求的一

致性和通用性，即在监管框架范围内基本不存在例外或特殊的划分标准。

表 6：后危机时代美联储监管的主要标准

生效
时间

举措名称 出台方
资本划分标准

（单位：亿美元）
适用范围

2009 年
11 月

《监管资本评估计
划》（SCAP） 美联储 按资本规模划分为四档：

1. 第一档（Ⅰ类）：全球合并
资产大于 100 且小于 500，在
美资产小于 500
2. 第二档（Ⅱ类）：全球合并
资产大于 500，在美资产（分
支机构及非分支机构）小于
500
3. 第三档（Ⅲ类）：全球合并
资产大于 500，在美资产（分
支机构及非分支机构）大于
500
4. 第四档（Ⅳ类）：全球合并
资产大于 500，在美资产（非
分支机构）大于 500

具有一定通用性和延续性
1. 通用性：对在美金融机
构（含在美外资银行）基
本一视同仁，对满足一定
条件的银行机构给予“国
民待遇”
2. 延续性：以 EPS 为例，
其资本和流动性压力测试
符合 CCAR 和 DFAST 压
力测试要求，均符合 DFA
和 SCAP 的框架性要求

2010 年
7 月

《多德—弗兰克法
案》（DFA）

美国财政
部、美联储

2010 年
11 月

《综合资本压力分
析与回顾》（CCAR）

美联储

2012 年
7 月

《沃尔克法则》
（VolckerRule） 美联储

2012 年
10 月

《多德—弗兰克
法案压力测试》

（DFAST）
美联储

2015 年
11 月

《强化审慎标准》
（EPS） 美联储

注：《沃尔克法则》作为《多德—弗兰克法案》（DFA）的一部分，无资本划分要求。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监管官网、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的相关内容编制。

五、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的监管趋势

（一）尝试建立独立于巴塞尔协议的“美国规则”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BCBS）、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CEBS）等欧洲金融监管机构和美联

储等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监管的初衷一致，但由于各自追求的具体目标不同，导致欧洲主

导的金融监管机构与美国主导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多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见表7）。

一是利益倾向存在根本差异。特别是美国政府目前采取的“美国优先”导向，可能使得

包括欧盟成员在内的国家利益、金融利益受到限制甚至损伤。二是主导形式不同。欧洲的金

融监管机构由德、法、意、西、荷等多国主导，各国之间存在政治立场的差异，特别是英国

“脱欧”的进程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而欧洲金融监管机构的核心——欧洲银行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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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已于2017年11月23日在欧盟部长级会议投票后决定由伦敦迁址巴黎；相比之下，美国

的金融监管机构相对稳定，尽管存在政见和党争的影响，但基本由美国国会主导。三是适用法

系不同。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多用大陆法系，而美国则由判例法主导。四是监管模式不同。欧

洲金融监管虽然由欧洲银行管理局等主导，但各成员国仍保留了相对独立的管理机构和执行体

系，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FFSA）、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AMF），就连原属欧盟且坐拥欧

洲银行管理局的英国也设立有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审慎监管局（PRA）等银行专职监管

机构；而美国虽然存在多头监管，但始终脱离不开FSOC的“会审”管理和国会的最终决策。

五是监管范围存在差异。欧洲金融监管机构主要面向欧洲和在欧设立有分支机构的境外银行，

鲜有处罚其他地区的“长臂管辖”案例；而美国监管机构已经把上述范畴衍生到关联账户、关

联交易、关联银行和关联国家，且独立发布制裁国家、机构与个人，并单独采取强制措施。由

于存在上述差异，欧美金融监管机构的目标和对次贷危机的反思也有很大不同，并导致各自会

出台对应的、不同的监管政策。

表 7：欧美金融监管机构的主要差异对标

对标事项 欧洲金融监管机构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
美国监管政
策存续期

利益倾向 欧盟优先 美国优先 2017—

主导形式 德、法、意、西、荷等多国主导 美国国会和政府主导 长期

法系流派 大陆法（罗马法）为主 判例法（英美法）为主 长期

监管模式 多国监管 功能监管到整合监管 * 2010—

监管范围 区域（欧洲为主）监管 全球监管 1944—

注：* 功能监管也可细化为“伞型监管 + 功能监管”，其中的伞型监管主要针对金融控股公司（FHC）

（张华和蒋难，2003）。其中存续期项下的代表事件和起始时间分别为特朗普总统执政（2017）、美国金

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成立（2010）和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 System，BWS）确立（194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公开资料编制。

（二）持续加强境外跨国机构的金融监管

从后危机时代美国推出的监管法规的重要性看，《多德—弗兰克法案》堪称1930年以来最

全面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其旨在限制系统性风险，为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遭遇的

极端风险提供安全解决方案，并将存在风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置于更加严格的审查监督之下；

同时，对衍生品交易进行改革，以确保其能被穿透。处于第二位的，当推《强化审慎标准》

（EPS）。其将在美银行按资产规模分为四档，从低到高适用逐级趋严的监管标准，涉及风险治



252018 年第 6 期

理、资本充足率、资本压力测试、流动性风险管理等方面，是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具体

细化和有机补充。而《监管资本评估计划》《综合资本压力分析与回顾》与《多德—弗兰克法

案压力测试》，乃至最终的《强化审慎标准》，则侧重于上述法案的具体实施与技术落地，并将

相关监管从美国本土银行推广到在美的大型银行，进而推广到在美设立了分支机构的外资银

行，最终透过税务管理、反洗钱管理、反恐怖融资管理和制裁国家与地区等法案，衍生到与美

国公司有密切业务往来的外资银行业机构，构成了其全球范围的金融监管。

20国集团（G20）和其下属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加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上

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通过“名单制管理”来识别和管理全球系统重要

性银行。2011年以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每年都会通过全球活跃程度、规模、关联度、

可替代性、复杂度等五个维度对银行进行评价，筛选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并将

其分为五组，组别越高，受到的监管越严格（见表8）。

表 8：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列表

组别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第五组（0 家） 空缺

第四组（1 家） 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第三组（4 家） 美国银行（BOA）、花旗集团（Citi Bank）、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汇丰银行（HSBC）

第二组（8 家）
中国银行（BOC）、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巴黎银行（BNP Paribas）、中国
建设银行（CCB）、高盛（Goldman Sachs）、中国工商银行（ICBC）、三菱东京（MUFJ）、
富国银行（Wells Fargo）

第一组（17 家）

中国农业银行（ABC）、美国纽约梅隆银行（BNY Mellon）、瑞士信贷（Credit S 
uisse）、法国农业银行（Crédit Agricole）、荷兰国际集团银行（ING）、瑞穗银行（Mizuho 
Bank）、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北欧联合银行（Nordea Bank）、加拿大皇
家银行（RBC）、苏格兰皇家银行（RBS）、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法国
兴业银行（SG）、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美国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Corp.）、三井住友（SMBC）、瑞士银行（UBS）、意大利联合信贷（也称“裕信银行”，
UniCredit SPA）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官网信息整理，日期截至 2017 年 12 月。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尤其受到各国监管机构的关注，也受到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的格

外“青睐”。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因各类原因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处罚1亿美元以上的银

行看，呈现出组别越高越容易受到严厉处罚的趋势。其中，第四组唯一的1家银行被罚，受

罚占比为100%；第三组4家银行同样全部被罚，受罚占比也高达100%；第二组8家银行中仅

工行、中行、建行未受大额处罚，受罚占比达63%；第一组17家银行中有美国纽约梅隆银行

（BNY Mellon）、法国农业银行（Crédit Agricole）、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北欧联合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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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Nordea Bank）、加拿大皇家银行（RBC）、桑坦德银行（Banco Santander）、法国兴业银行

（SG）、美国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Corp.）、三井住友（SMBC）、意大利联合信贷（UniCredit 

SPA）等10家银行未受到大额处罚，受罚占比41%。整体看，在8家美资银行中，受到大额处罚

的有5家，占比63%；14家欧资银行中，受到大额处罚的有7家，占比50%；3家日资银行中受

到大额处罚的有2家，占比67%；4家中资银行中受到大额处罚的有1家，占比25%，相对处于

较低水平；加资银行只有1家（新晋），未受到大额处罚。

（三）不断完善对关键环节和个人的监管

在关键环节上，次贷危机前，由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产品的“穿透性”上认识和措

施不足，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次贷的“歪风”，既未能及时指出创新产品端存在的问题，也未能

尽早遏制机构端对客户的大规模销售，更未能有效发现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王自力，2008；李

黎和张羽，2009）。2013年12月10日，美国五大金融监管机构批准了最终版本的《沃克尔法则》，

要求各在美外资银行必须按照该规则的要求，建立隔离自营交易与代客交易的一揽子合规管理

机制。

在个人监管上，尽管对客户等个人的监管并非次贷危机的根源，但由于税收一直是美国的

立国之本，是每一位公民必须尽到的义务，加之借助对个人账户的监控和管理，有助于发现洗

钱、欺诈、异常行为、不当交易和参与恐怖融资等风险，因此对个人的监管也呈现扩大化、全

面化的趋势。《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等监管规则的出台，采取对境内外公民账户的“大监

管”，并借助“长臂管辖原则”延伸到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等措施，也因此成为必然的安排。

2010年3月18日，美国颁布了《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意在通过与外国政府签订政府间协议

来减少或消除该法案与各国法律的冲突与障碍，促使法案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吴健和朱非墨，

2016）。其中，政府间协议要求各国商业银行定期报送美国纳税人在其本国资产和受益信息情

况的特定合规义务，如美国纳税人不履行该合规义务，将被扣缴其源于美国的收入和收益总额

的30%，作为预提税。

在处罚对象上，既处罚机构也处罚个人的“双罚制”已是必然，并成为常态。需要关注

的是，对个人的处罚不仅集中在罚款等措施上，严重的可能还会遭到终身禁业（针对银行、

证券、期货等从业人员）等较为严厉的处罚，如果触犯了刑律，还可能受到刑事处罚。这

种方式，对公民等个人而言，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如2012年7月17日，曾主管汇丰银行

（HSBC）内控合规、法律保全、反洗钱等工作的该行首席合规官戴维·巴格利，就因涉及墨

西哥等中北美洲国家的反洗钱监管不力而不得不接受美国参议院的质询，并随后主动引咎辞职

（蔡宁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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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危机时代美国外资银行监管变革的启示

（一）国家战略层面的启示

1. 加快建立独立的人民币金融体系

加快建立独立的人民币金融体系，不仅有利于我国的金融战略，有助于国家战略目标的

实现，也有助于保障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权益。一是借鉴“石油美元”，加速设立

“天然气人民币”（黄晓勇，2017），使人民币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篮子货币”

特别提款权（SDR）的基础上，借助“天然气”“可燃冰”等新型环保能源更好地体现主权意

义和通用价值；二是借道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健全独立的人民币全球清算、结算通道，推广

Shibor的国际应用，加速设立人民币跨区域、跨大洲、跨时区的清算机构，提升在岸与离岸人

民币的市场化运作，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长臂管辖”的影响和限制；三是借助我国主导的国

际性银行，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丝路国际银行

（SRIB）以及我国的开发银行与商业银行，给予“一带一路”建设与企业“走出去”以足够的

金融支撑，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影响力、辐射面和认可度。

2. 进一步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合作

加强国家间、国际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采取“求同存异”的思维，优先选择各国、各

金融监管机构的一致点和共同点，从而将“美国优先”或“某国优先”的思维转换为“中国

并重”的“双赢策略”。一是与相关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通力合作，放下“单边主义”思维，加

强属于本国企业、公民项下的税收管理（冯辉，2014；李华泉，2015）。如2017年国家税务总

局等六部委下发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2017年第14号），就是一

项既顺应各国思维、又确保本国权益的良策。二是支持多边协作，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

（FSB）的议题与决策，支持全球均衡的金融治理而非某家独大，支持中资银行入围全球系统

重要性银行。三是引导各金融机构严格按照“孰严原则”，认真落实属地监管的要求，严格履

行各项合规职责，加速培养全面合规的意识和落实全员合规的责任。

（二）金融行业层面的启示

1. 审慎推动在美银行机构的设立

从历史的实践看，外资银行作为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的业务发展并不顺

畅，容易受到经济周期、监管周期、竞争关系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这一发现，对于我国的监管

机构、金融同业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从二战之后70多年的美国银行监管史来

看，外资银行业出现过蓬勃发展的局面，但这类情境往往难以持续，容易受到上述宏观因素的

制约。例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住友、三菱等日资银行在美国业务发展势头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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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纽约等金融中心开设了几十家分支机构，与美国本土银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然而

随着1985年“广场协定”的签署，受日元大幅升值的影响，在美日资银行经营状况每况日下，

不复当年辉煌。

2. 实施内外无差别的银行业监管

从监管的反馈来看，尽管美国监管机构给予外资银行巨额的罚单，但被罚的外资银行大

多认可处罚，积极与美国监管机构达成和解并支付巨额赔偿，没有出现强烈的抵触，更鲜有因

此引发重大国际政治争端或触发地区金融冲突的案例。一方面，这与美国监管的强势、美元流

通的强势、美国国力的强势有关；另一方面，美国监管当局往往在“开诚布公、证据确凿、人

赃并获”的前提下再开出罚单，无论对外资银行还是美国的本土银行都采取基本相同的处罚流

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美国监管机构的追根溯源、正本清源和“一视同仁”的公允做

法，值得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借鉴。 

（三）金融机构层面的启示

1. 履行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的义务

加倍履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防止不必要的监管处罚，尽可能避免受到美国金融监

管机构的“长臂管辖”。从历史数据看，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长臂管辖”主要体现为对违反

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受制裁法律法规的处置与处罚。从2008年后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超过1亿美

元的罚款案例来看，在涉及的21家银行的29个案例中，有14家银行的16个案例涉嫌违反反洗

钱、反恐融资和受制裁法律法规，占比分别为67%和55%。在上述违反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的案

例中，美国本土银行（含控股银行机构）仅有1家银行的1个案例，即花旗银行旗下的墨西哥国

民银行（Banamex），占比相对较低；余下的皆为非美资银行。这也反映了美国金融监管机构

处罚的重点所在。对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银行业服务企业走出去加强风险

防控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7〕1号），特别要求商业银行要加强境外合规管理，提高风险

防控意识。

2. 加强对在美机构和在美雇员的管理

尽管美国巨额监管处罚大多针对机构，但组织的行为实际是由不同个体的行为所组成的，

是一定数量的个体行为甚至集体行为的集中体现。因此，管理好公司的员工，不参与违法违规

的交易显得尤为重要。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中资企业在美的机构、雇员，坚决不能参与洗钱、

偷税、漏税等交易，坚决不能与受制裁的实体有业务往来或参与内部交易，否则会导致监管检

查和处罚，所在机构也可能因内控管理不到位、业务不合规等问题而承担连带责任（尚微和蔡

宁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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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upgraded their supervisions over the financial industry, especially over commercial banks, to secure propoer 

management of national strategic and systemic risk. After 2008, American financial regulators issued a series 

of "combos"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reform the regulatory 

agencies, improving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introducing new rules, imposing stress tests and conducting inspection 

and punishment. Those measures have reduced the probability of systemic ris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of American financial regulators on overseas banks and individual clients in the post-

crisis era, traces back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 supervisions, summarizes the practices of the regulatory ac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ulatory rules, and proposes specific countermeasure approaches. In the environment 

of strong regulations, we predict that future American regulatory rules will further improve and expand its "long-

arm jurisdiction". First, American financial regulators try to establish independence and the "American Rule" 

outside Basel; second, they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of overseas multinational agencies; 

third, they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of key sectors and individuals. These trends are worth the constant 

attention. We need to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RMB financial system, strengthe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nations,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in the U.S. 

carefully, implement non-discriminatory banking supervisions over domestic and overseas banks, fulfill necessary 

compliance obligations and anti-money laundering obligations,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employees in the U.S. and avoid unnecessary regulation examinations and unnecessary regulatory pen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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