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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保登公司”）登记业务，保护产品相关方合法权益，

根据《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保险资产管理产

品登记办法》及中保登公司相关业务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

产支持计划（以下简称“保险资管产品”或“产品”）的预登

记、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终止登记业务。 

第三条 产品管理人、产品投资人、托管人及独立监督人

可在中保登公司系统中查询产品登记信息。 

第二章 预登记 

第四条 预登记是指产品管理人在产品发行前向中保登

公司申请产品代码的业务行为。 

产品代码是中保登公司为拟发行产品配发的唯一代码，

分期产品按期配发产品代码；分级产品按级配发产品代码。 

第五条 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应在获得产品注册通知书等

监管程序类文件后向中保登公司申请产品预登记，并在产品

发行前完成产品预登记。未完成预登记的，产品管理人不得

启动产品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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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产品管理人向中保登公司提交产品预登记申请，

应在中保登公司系统中填写拟发行产品的基本信息，并上传

产品预登记申请材料。 

第七条 产品管理人申请债权投资计划预登记，应向中保

登公司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一） 产品注册通知书等监管程序类文件（国务院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产品募集说明书等产品募集类文件； 

（三） 产品投资合同等产品法律文件； 

（四） 中保登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申请材料须提供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

章的扫描件。 

第八条 产品管理人申请股权投资计划预登记，应向中保

登公司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 产品注册通知书等监管程序类文件（国务院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产品募集说明书等产品募集类文件； 

（三） 股权投资协议或有限合伙协议等产品法律文件； 

（四） 中保登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申请材料须提供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

章的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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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产品管理人申请资产支持计划预登记，应向中保

登公司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一） 产品注册通知书、核准批复等监管程序类文件（国

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产品募集说明书等产品募集类文件； 

（三） 基础资产买卖协议或资产服务协议等产品法律文

件； 

（四） 中保登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申请材料须提供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

章的扫描件。 

第十条 中保登公司于收到产品预登记申请一个工作日

内完成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配发拟发行产品的产品代码

并出具产品预登记通知书。 

第十一条 产品预登记有效期为产品预登记通知书出具

之日起至产品注册通知书或监管程序类文件所规定的发行

有效期止。 

第十二条 产品预登记完成后，启动发行前，若产品预登

记信息发生变更的，产品管理人可向中保登公司申请办理产

品预登记变更。 

第十三条 产品管理人申请产品预登记变更，应在中保

登公司系统上传以下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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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变更信息说明及相关证明文件； 

（二） 中保登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申请材料须提供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

章的扫描件。 

第十四条  中保登公司于收到产品预登记变更申请一

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产品预登记变更生

效。 

第三章 初始登记 

第十五条 产品管理人应当于产品缴款完成日（不含）三

个工作日内向中保登公司申请办理产品初始登记。 

产品分次缴款，产品管理人应于每次缴款的缴款完成日

（不含）三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产品初始登记；产品分级发

行，产品管理人应于本级缴款完成日（不含）三个工作日内

申请办理产品初始登记。 

第十六条 产品管理人申请产品初始登记，应在中保登

公司系统上传以下申请材料： 

（一） 产品持有人名册； 

（二） 资金到账证明文件； 

（三） 产品托管合同、受托合同等产品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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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保登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上述（一）（三）（四）项材料须提供加盖产品管理人公

章或授权业务章的扫描件，（一）项材料同时提供 EXCEL格式

文件，（二）项材料须提供托管人盖章确认的扫描件。 

产品全部份额采用场内发行的，产品管理人无需上传产

品持有人名册。 

第十七条 中保登公司于收到初始登记申请一个工作日

内完成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产品初始登记于下一工作日

生效，中保登公司向产品管理人出具产品初始登记通知书。 

第四章 变更登记 

第一节 产品信息变更 

第十八条 产品初始登记完成后，产品信息发生变更，产

品管理人应于发生变更之日（不含）起三个工作日内，向中

保登公司申请产品信息变更披露，信息披露完成当日向中保

登公司申请办理产品信息变更登记。 

第十九条 产品管理人申请产品信息变更登记，应在中

保登公司系统上传以下申请材料： 

（一） 变更原因、主要变更内容的对比说明； 

（二） 产品变更相关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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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保登公司规定的其他材料。 

以上申请材料须提供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

章的扫描件。 

第二十条 产品管理人应于收益分配日（不含）三个工作

日内，在中保登公司系统中提交 EXCEL格式产品收益分配明

细数据（附件一），并提交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章

的扫描件。 

第二十一条 中保登公司于收到产品信息变更登记申请

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产品信息变更登

记于下一工作日生效。 

第二节 交易及非交易过户 

第二十二条 产品份额如发生交易转让，产品管理人应

于交易转让日（不含）三个工作日内向中保登公司申请办理

产品份额变更登记。 

第二十三条 因交易转让办理产品份额变更登记，应向

中保登公司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 加盖出让人及受让人公章或授权业务章的份额登

记申请表（转让）； 

（二） 加盖出让人及受让人公章或授权业务章的份额转

让协议、过户指令书等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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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章的产品份额转

让确认单； 

（四） 出让人资金到账证明； 

（五） 出让人及受让人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1. 法人机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对经办人的

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或授权业务章及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签章）和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需加盖公章或授权业务章）； 

2. 合伙企业等其他非法人组织应提交执行事务合伙

人或负责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需加盖公章或

授权业务章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负责人签章）和经

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或授权业

务章）； 

（六） 中保登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四条 中保登公司于收到交易转让申请材料原件

当日完成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产品份额变更登记生效，

中保登公司向出让人及受让人出具产品份额转让通知书。 

第二十五条 因以下原因发生非交易过户的，可申请办

理产品份额变更登记： 

（一） 继承、捐赠、依法进行的财产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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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 

（三） 因解散、破产等原因丧失法人资格； 

（四）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保登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六条 因继承、捐赠、依法进行的财产分割，法

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或因解散、破产等原因丧失主体

资格的，由资产或权利承继人，或资产管理人于相关证明文

件生效日后，向中保登公司申请产品份额变更登记。 

第二十七条 因非交易过户办理产品份额变更登记，应

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原件： 

（一） 有效的产品归属证明文件； 

（二） 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章的产品份额变

更确认单； 

（三） 中保登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八条 因非交易过户办理产品份额变更登记的资

产或权利承继人，或资产管理人应通过中保登公司柜台提交

申请材料。 

第二十九条 中保登公司于收到非交易过户申请材料原

件日（不含）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产

品份额变更登记于下一工作日生效，中保登公司向资产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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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承继人，或资产管理人出具产品份额非交易过户登记通知

书。 

第三节 行使选择权 

第三十条 因行使赎回选择权、回售选择权发生产品份

额变动，由产品管理人申请办理产品份额变更登记。产品管

理人应于产品行权日（不含）三个工作日内，向中保登公司

申请产品份额变更登记。 

第三十一条 产品管理人申请行使选择权产品份额变更

登记，应在中保登公司系统中填写行权要素，上传以下申请

材料： 

（一） 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章的行权方案； 

（二） 托管人盖章确认的向产品投资人划付资金凭证； 

（三） 赎回行权数据明细或回售行权数据明细（EXCEL格

式，附件二、三）。 

第三十二条 中保登公司于收到产品份额变更申请一个

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产品份额变更登记于

下一工作日生效。 

第四节 分期还本 

第三十三条 产品管理人应于分期还本日（不含）三个

工作日内，向中保登公司申请办理产品份额变更登记，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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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登公司系统中填写分期还本方案要素，上传以下申请材

料： 

（一） 由产品管理人及托管人盖章确认的分期还本方案； 

（二） 托管人盖章确认的向产品投资人划付资金凭证； 

（三） 分期还本数据明细（EXCEL 格式，附件四）。 

第三十四条 中保登公司于收到产品变更申请材料一个

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产品变更登记于下一

工作日生效。       

第五章 终止登记 

第三十五条 因产品提前兑付、行使选择权、到期兑付

等原因发生产品份额全部终止，产品管理人应于产品兑付日

（不含）三个工作日内，向中保登公司申请产品终止登记。 

第三十六条 产品管理人向中保登公司提交产品终止登

记申请，应在中保登公司系统填写必要信息，包括兑付类型、

实际兑付日等，上传以下申请材料： 

（一） 加盖产品管理人公章或授权业务章的产品清算方

案； 

（二） 托管人盖章确认的向产品投资人划付资金凭证； 

（三） 中保登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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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中保登公司于收到产品终止登记申请一个

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核，审核通过后，产品终止登记于下一

工作日生效。 

第三十八条 产品管理人应于取得产品清算报告日（不

含）三个工作日内，在中保登公司系统上传产品清算报告。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中保登公司业务办理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9:30—11:30，13:00—16:30，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中保登公司

公告的休市日除外。 

第四十条 本指引由中保登公司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一：收益分配明细数据模板 

字段英文名称 SucceedImpFlag FailCause Prodcode ProdName HolderCode HolderName DistributeDate FactBonus Mark 

字段中文名称 成功导入标志 失败原因 产品代码 产品全称 持有人账户号码 持有人账户全称 收益分配日期 收益分配金额 备注 

字段描述 

1-已导入数据，系

统不再次导入 

0-空-未导入 

系统导入不成功的

数据记录失败原因 
  持有人账户号码 持有人账户全称 

实际收益分配日

期 

持有人账户获得的

收益分配金额（扣

除当期费用） 

备注信息 

类型 C C C C C C C F C 

长度 1  1000  10  120  10  120  8  16/2 1000  

是否必填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数据规则 

系统导入处理过程

中填写 

系统导入处理过程

中填写 
    格式：YYYYMMDD   

数据字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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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赎回行权明细数据模板 

字段英文名称 succeedImpFlag failCause proCode proName holdingAccount holdingName speifiedRightDate shareTheRightExit shareValue mark 

字段中文名称 成功导入标志 失败原因 产品代码 产品全称 

持有人账户 

号码 

持有人账户 

全称 

赎回选择权 

实际行权日期 

持有人账户 

赎回份额 

持有人账户

赎回金额 

备注

信息 

字段说明 

1-已导入数据，

系统不再次导入 

0-空-未导入 

系统导入

不成功的

数据记录

失败原因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类型 C C C C C C C F F C 

长度 1 1000 8 200 12 240 8 16/2 16/2 100 

是否必填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数据规则 

系统导入处理过

程中填写 

系统导入

处理过程

中填写 

    格式：YYYYMMDD    

数据字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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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回售行权明细数据模板 

字段英文名称 succeedImpFlag failCause proCode proName holdingAccount holdingName speifiedRightDate shareTheRightExit balanceTheRightExit mark 

字段中文名称 成功导入标志 失败原因 产品代码 产品全称 

持有人账户 

号码 

持有人账户

全称 

回售日期 赎回份额 回售金额 备注 

字段说明 

1-已导入数据，系

统不再次导入 

0-空-未导入 

系统导入不

成功的数据

记录失败原

因 

  持有人账户号码 

持有人账户

全称 

回售选择权行权日

期 

持有人产品份额回售份

额 

回售份额金额 备注信息 

类型 C C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长度 1 1000 C C C C C F F C 

是否必填 否 否 10 120 10 120 8 16/2 16/2 1000 

数据规则 

系统导入处理过程

中填写 

系统导入处

理过程中填

写 

    格式：YYYYMMDD    

数据字典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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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分期还本明细数据模板 

字段英文名称 succeedImpFlag failCause proCode proName holdingAccount holdingName speifiedRightDate shareTheRightExit balance mark 

字段中文名称 成功导入标志 失败原因 

产品 

代码 

产品全称 

持有人账户 

号码 

持有人账户

全称 

分期还本执行日期 执行份额 

分期还本

金额 

备注 

字段说明 

1-已导入数据，

系统不再次导入 

0-空-未导入 

系统导入不成

功的数据记录

失败原因 

  持有人账户号码 

持有人账户

全称 

分期还本执行日期 

持有人账户分期还

本执行份额 

分期还本

返还本金

的金额 

备注信

息 

类型 C C C C C C C F F C 

长度 1 1000 10 120 10 120 8 16/2 16/2 1000 

是否必填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数据规则 

系统导入处理过

程中填写 

系统导入处理

过程中填写 

   

格式：

YYYYMMDD 

    

数据字典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