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意向承销类会员（证券公

司类）参与承销业务市场评价相关材料说明 

 

一、材料内容 

（一）参与市场评价说明书，须包括以下内容： 

1．机构基本情况介绍： 

（1）历史沿革。以主要实体的承继关系为主线，介绍本机

构设立、经历的改制重组、重大增减资、合并、分立、更名等

代表机构阶段性进程的重要事件，并说明历次股权变更的合规

性。 

（2）公司治理结构。包括：a．股权结构图，持有公司 5%

以上股权股东的基本情况及持股比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应当逐层说明其股权结构直至实

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以及其与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或者一

致行动关系），以及股东资质、出资等方面是否符合《证券公司

股权管理规定》《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 号——

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等有关规定；b．组织架构图，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专业委员会的

设立及人员组成情况，公司章程中对“三会一层”职责的规定。 

（3）公司治理机制。包括：a．“三会一层”的议事规则、

决策程序运行情况，人员履行职责情况；b．近三年分类结果情

况，近三年内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近三年内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是否存在干预

经营、利益输送、不当关联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若存在违法

违规行为，应说明违法违规事实和受到处罚的情况
1
。 

注：评价标准中公司治理指标评价说明详见附 1。 

（4）主要监管指标情况。包括：净资本、风险覆盖率、资

本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率等风险控制指标。 

（5）基本业务运行情况。 

（6）《营业执照》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变更情

况。另附：《营业执照》副本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复

印件（如《营业执照》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自入会

以来未发生变更则无需另行提供）。 

2．部门设臵情况说明 

说明债券承销业务相关部门的成立时间、部门设臵、基本

业务范围、业务框架及业务联系、工作机制和流程、人员配备

及在本机构的地位和作用等情况，并说明从事债券承销业务的

部门设臵为独立部门、专职团队或兼职团队。 

另附：从事债券承销业务相关人员汇总表（模板见附 2）、

从事债券承销业务相关人员工作简历（模板见附 3）。 

3．制度建设情况说明 

债券承销业务相关制度建设情况说明，包括：关于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操作规程的制度说明；关于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风险管理制度的制度说明；关于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度说明。 

                                                             
1
请以表格形式列明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违法违规受行政处罚情况（包括：行政处罚决定

书文号、事由以及处罚措施），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因干预经营、利益输送、不当关联交易等

违法违规行为受行政处罚情况。 



 

4．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业务开展情况介绍 

（1）上一年度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主承销及承销业务开展

情况（发行金额、只数等）。 

（2）上一年度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债券投资交易业务开展

情况（笔数、金额等）。 

（3）上一年度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投资交易业务开展

情况（笔数、金额等）。 

另附：上一年度非金融企业类债券主承销明细表（模板见

附 4）、市场评价基本信息表（模板见附 5）。 

（二）上一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复印件。 

（三）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机构（不含理财专

户）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割量及托管量、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交割量及托管量的证明材料原件。 

（四）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操作规程，应为

本公告之日前本单位正式发布实施的制度，具体详见附 6。 

（五）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风险管理制度，

应为本公告之日前本单位正式发布实施的制度，具体详见附 6。 

（六）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应为本公告之日前本单位正式发布实施的制度，具体详见附 6。 

二、材料格式 

参与市场评价的会员应当按照《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意向承销类会员（证券公司类）参与承销业务市场评价材料

清单》（见附件 3）所列顺序将电子版材料（以光盘形式）与纸



 

质版材料一并提交至交易商协会秘书处。 

（一）电子材料 

1．审计报告电子版可只提供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

量表。从事债券承销业务相关人员汇总表应按照 EXCEL 格式，

其他可按照 Word或 PDF格式提供。 

2．文件夹标题为“**证券公司参与承销业务市场评价材料”。 

3．每项评价材料的文件名称和标题一致，并按本说明第一

部分列示顺序排序，如“**证券公司材料一：参与承销业务市

场评价说明书”。 

（二）纸质材料 

1．将材料按照上述列示顺序逐份装订。 

2．材料清单及每份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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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公司治理指标评价说明 

 

一、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公司建立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组织架构。评价为“完善、较为

完善和不完善”的涵义是： 

完善：按照《公司法》和《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

定设立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各治理主体职责边界清晰，符合独

立运作、有效制衡原则，且下设必要的专业委员会；股权结构

清晰透明，股东资质及出资等方面符合《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

定》《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 号——证券公司增

资扩股和股权变更》等有关规定。 

较为完善：按照《公司法》和《证券公司治理准则》等有

关规定设立三会一层组织架构，各治理主体职责边界较为清晰，

基本符合独立运作、有效制衡原则，且下设必要的专业委员会；

股权结构清晰透明，股东资质及出资等方面符合《证券公司股

权管理规定》《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 号——证

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等有关规定。 

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各治理主体职责不清晰；

股权结构不清晰，股东资质及出资等方面不符合《证券公司股

权管理规定》《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 号——证

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等有关规定。 

二、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及高级管理层制定了完备规范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等机制。

评价为“完善、较为完善和不完善”的涵义是： 

完善：各治理主体建立了完备规范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

等机制，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能够合规、良好运营。 

较为完善：各治理主体建立了较为完备规范的议事规则、

决策程序等机制，并得到较为有效执行，公司基本能够合规运

营。 

不完善：各治理主体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等机制存在缺

陷或未有效执行，公司案件频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近三年在职责范围内发生重大经济或刑事案件；股东近三年内

存在干预经营、利益输送、不当关联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附 2： 

**证券公司从事债券承销业务相关人员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部门 职务 主要职责 学历 
从事债券承

销业务年限 

职称及职业

资格 

NAFMII

培训情况 

 

 

 

工作电话 手机 备注 

              

              

 

填表说明： 

1．从事债券承销业务相关人员为参评机构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前正式聘用的专职从事中国债券市场（含各类债券）承销业务的人员。 

2．主要职责为承销业务具体工作明细，如客户营销、尽职调查、制作材料、报备材料、债券销售等，应简单清晰概括主要职责。 

3．从事债券承销业务年限：从事债券承销业务年限应与本人工作简历一致，满一年的按照一年计算，超过半年未满一年的按 0.5计算，未超过半年

的按 0计算。 

4．职称主要指经济师、会计师等职称，职业资格主要指 CPA、CFA、律师从业资格、证券从业资格以及相关债券业务从业资格等。 

5．NAFMII培训情况，主要指参加交易商协会相关培训次数及培训内容等。 

6．按照 EXCEL格式编写本表。



 

附 3： 

**证券公司从事债券承销业务相关人员工作简历 

 

1．姓名： 

时间 单位 部门 职务 职责 

     

     

     

2．姓名： 

时间 单位 部门 职务 职责 

     

     

     

 
填表说明： 

1．简历内容从工作之日起算，时间升序排列。 

2．简历排列顺序应与从事债券承销业务相关人员汇总表排列顺序一致。 

  



 

附 4： 

**证券公司上一年度非金融企业类债券主承销明细表 

 

序号 债券简称 发行人名称 债券品种 
发行金额 

（亿元） 
起息日 主承销商 

主承销

金额 

（亿元） 

        

        

        

        

主承销金额合计： 

主承销只数合计： 

 
填表说明： 

1．请在本表格中填写 2020年度参与主承销非金融企业发行企业债、公司债的情况。 

2．主承销发行金额从债券起息日开始统计。 

3．发行人名称请填写机构全称。 

4．发行金额单位亿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5．请在表中标明主承销金额与主承销只数合计数。 

6．按照 EXCEL格式编写本表。  



 

附 5：  

评价基本信息表 

机构名称（全称）： 

总资产（亿元） 2019年末  净资产（亿元） 2019年末  

非金融企业类债

券主承销金额 

（亿元） 

2020年末  
非金融企业类债券

主承销只数 
2020年末  

银行间债券市场

债券交割量 

（亿元） 

2020年度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交割量 

（亿元） 

2020年度  

银行间债券市场

债券托管量 

（亿元） 

2020年 1月 1日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托管量 

（亿元） 

2020年 1月 1日  

2020年 6月 30日  2020年 6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托管量平均数 

（以上 3 个时点的平均数） 
 

托管量平均数 

（以上 3 个时点的平均数） 
 

近三年分类结果

情况 

2018年  

2020年政策性金融

债承销团成员 

国家开发银行 □是  □否 

2019年  进出口银行 □是  □否 

2020年  农业发展银行 □是  □否 

2020年银行间债

券市场做市机构 

做市商 □是  □否 
2020年信用风险缓

释工具核心交易商 
□是  □否 

尝试做市机构 □是  □否 

从事债券承销业

务人员数量 
 

债券承销业务人员

平均从业年限 
 

经 办 人： 

                                                   单位盖章： 

 时    间： 



 

填表说明： 

1．总资产、净资产数据应与 2019年度审计报告一致。单位：亿元，保留小数点

后两位。 

2．非金融企业类债券主承销金额和只数指与发行人签署《承销协议》，实际参与

主承销非金融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公司债的累计金额和只数，与《上一年度非金融企

业类债券主承销明细表》保持一致。 

3．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割量指发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交易结算量，包

括现券、质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远期和借贷交易的交割面额，本数据以参评机构

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的账户项

下数据为准，不包括相关理财专户等。具体数据应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统计数据保持一致（应提供经上述两公司盖章确认

的相关数据证明材料），数据核对无误后填写。单位：亿元，保留小数点后两位。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交割量的相关要求同上。 

4．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量指发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托管量，本数据以参

评机构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开设的

账户项下数据为准，不包括相关理财专户等。具体数据应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统计数据保持一致（应提供经上述两公司盖

章确认的相关数据证明材料），数据核对无误后填写。单位：亿元，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托管量的相关要求同上。 

5．从事债券承销业务人员数量，是指参评机构专职从事中国债券市场（含各类

债券）承销业务的业务人员，与参评机构从事债券承销业务相关人员汇总表数据保持

一致。 

6．从业人员平均从业年限，是指参评机构所有从事债券承销业务人员的平均从

业年限（从业人员平均从事债券承销业务年限=从事债券承销业务年限之和/从事债券

承销业务人员数量）：满一年的按照一年计算，超过半年未满一年的按 0.5 计算，未

超过半年的按 0计算。 

 

 

 

 

 

 



 

附 6：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 

相关制度评价指标说明 

 

一、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操作规程是指对基本

程序、各流程工作要求、组织实施、岗位职责、应急处理等业务

的相关规定。 

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风险管理制度是指对

风险定义、风险识别、评估与预警、防范与控制、风险缓释、转

移与补救等的制度性规定。 

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内部控制制度是指对

内控目标与原则、组织实施、风险识别与评估、内控措施、评价

等的制度性规定。 

四、评价为“完备、基本完备和缺失”的涵义是： 

完备：本机构有关文件对相关制度内容均进行了充分、清晰、

全面描述，是以有效力形式的文件发布并具有切实可操作性； 

基本完备：本机构有关文件对制度主要内容进行了基本性描

述，是以有效力形式的文件发布并具有一定可操作性； 

缺失：缺乏两项或两项以上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