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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冲基金监管与欧美监管转型
要以后金融危机时代为背景
要要
丛彦国
渊南开大学 法学院袁天津 300071冤

摘 要院对冲基金在美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袁但是目前对于对冲基金并没有统一的界定遥 美国对冲基金的
组织形式包括有限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袁结构上包括单一基金结构尧目标基金加联接基金结构和平行基金结构遥
美国对冲基金的监管又包括投资顾问的监管和基金具体行为的监管遥 美国对冲基金监管规则的完善是以后金融危机
时代为背景的袁与此相伴的是欧美对冲基金监管的转型袁表现为欧盟叶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指令曳尧欧盟叶金融工具市场
指令曳尧叶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曳尧美国叶多德-弗兰克法案曳尧美国叶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曳等的出台袁以及监管的
强化尧国际化等新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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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阿尔弗雷德窑温斯洛窑琼斯渊Alfred Winslow Jones冤

被誉为世界对冲基金之父袁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
设立了第一只对冲基金袁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

史遥 琼斯所采取的投资策略袁就是典型的多头渊空
头冤策略袁通过卖空其他股票来降低持有长期的股
票头寸的风险遥 为此袁他将股票分为两组袁一组为他
认为将会上涨速度快而下跌速度慢的股票袁另一组

理人已不再拘泥琼斯的选股和对冲策略袁而开始倾
向于更加冒险的策略袁对杠杆的依赖性增强遥 这一

转变袁导致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对冲基金

收益的减少袁并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遥 此后袁对冲
基金业的规模又开始迅速扩大遥

随着对冲基金业的发展袁其对市场的影响也越

来越大遥 1992 年袁当乔治窑索罗斯渊George Soros冤下
注英镑贬值时袁索罗斯的量子投资基金导致了市场
[3]

则相反遥 为增加收益袁他还使用了杠杆遥 在随后的投

骚动袁其基金获得了巨大的收益遥

资中袁他应用了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袁并增加了绩

对冲基金也对市场产生了一定影响遥 由于对冲基金

[1]

随后袁也有其他

效激励薪酬结构遥 琼斯的基金具有四个典型特点袁

对于市场的影响较大袁因此对其的监管也越来越受

即有限合伙形式尧卖空尧杠杆尧绩效激励薪酬结构袁

到人们重视遥

今天的对冲基金也仍然具有这些特点遥

[2]

因为琼斯

目前对冲基金所使用的投资策略已十分广泛袁

基金具有对冲的特点袁所以被称为野对冲基金冶袁其

包括只做多头尧做多渊做空冤尧市场中立尧固定收益套

包含有很多的投资策略袁但是目前对于野对冲基金冶

利尧可转债套利尧新兴市场尧管理期货尧事件驱动和资

并没有统一的界定遥

源集中策略等遥杠杠仍然得到广泛的应用袁但是无论

琼斯的投资策略带来了可观的收益袁这促使了
人们纷纷设立对冲基金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基金管

是否使用杠杆袁无论基金是否包含野对冲冶字样袁都不
影响对冲基金的认定遥

收稿日期院2015-08-12
作者简介院丛彦国(1982-)袁男袁黑龙江富锦人袁南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信托与投资基金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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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美国对冲基金的组织形式和结构

人尧合伙企业的终止以及合伙协议的修改等遥
2. 有限责任公司

对冲基金可以在多个法域运行袁地点的选择主
要取决于投资者和税收等因素遥 一般来说袁美国应
纳税投资者倾向于投资美国境内的基金袁美国免税
投资者倾向于投资非美国载体(Vehicle)遥 虽然一般
不禁止美国应纳税投资者投资非美国基金袁但是某
些美国税收规定会给美国应纳税投资者投资对冲
基金带来不便袁例如该非美国对冲基金被视为是以
规避美国税收为目的的公司遥 除地点外袁美国对冲
基金在组织形式和结构上还有很多选择空间遥
渊一冤对冲基金的组织形式
体选择地之一遥 在特拉华州袁对冲基金常用的两种

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渊Limited Partnership冤和有限

责任公司渊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袁LLC冤袁有时也
采用商业信托的形式袁但不常用遥 非美国基金一般
采用公司渊Corporate冤的组织形式遥 对于美国基金来
说袁 有限合伙这种组织形式要比 LLC 应用广泛得
多袁原因在于特拉华州完善的判例法和普通法为有

限合伙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支持袁以及投资者对
1. 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明显袁但是仍然有大量对冲基金采用

这种组织形式遥 LLC 具有美国特色袁在 LLC 中袁有一
个或多个成员负责经营管理袁其职能相当于有限合
伙企业中的 GP遥 LLC 的投资人一般属于公司的成

员袁并持有公司份额遥 [6]值得注意的是袁在美国法中袁
有限责任公司渊LLP冤或 Company 与公司渊Corporation冤
含义不同袁Corporation 是指依据法律授权而注册成
立袁具有法定组织结构和法人资格的实体袁既包括

特拉华州已逐渐变为对冲基金选址美国的具

有限合伙的传统偏好遥

尽管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不如

[4]

营利性的商业实体渊Business Corporation冤袁也包括
非营利性的实体袁例如市政当局尧公益机构等遥 但由
于 Business Corporation 占 Corporation 的大多数袁因

此提到 Corporation 通常是指 Business Corporation曰
而 Company 则是泛指一切商业企业袁无论其是否经过
注册袁 也无论其是否具有法定组织结构和法人资
格遥

[7]

实际上袁 在汉语中并没有可 以与 LLP 或

Company 完全对应的词汇遥 因此本文所使用的野有
限责任公司冶渊LLC冤与我国叶公司法曳所规定的野有限
责任公司冶并不相同遥

LLC 也享有税收优惠袁并且其成员也承担有限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 渊GP冤 负责管理袁

责任遥 [8]但是袁LLC 的主要缺点在于院第一袁某些州和

策一般要比公司的董事会更加有效遥 GP 一般会将

些外部法域还可能将 LLC 视为公司渊Corporation冤进

GP 享有合伙企业经营权袁 而且权限广泛袁GP 的决
日常管理工作委任给投资顾问袁该投资顾问常常是
GP 的子公司遥 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人一般属于有

限合伙人渊LP冤袁他们对于合伙企业一般没有经营管
理权并对合伙企业承担有限责任遥

[5]

有限合伙企业的优势明显袁主要表现为院第一袁

LP 的责任具有有限性袁一般以其投资为限承担有限

责任遥 第二袁有限合伙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袁即直
接对 LP 进行征税而不对有限合伙企业征税袁 这与
公司型相比无疑具有明显的税收优势遥 但是袁有限
合伙企业的主要缺点在于 GP 对于有限合伙企业承

担无限责任遥 在设立方面袁设立有限合伙企业需要
向相关的州提交有限合伙企业证书遥 有限合伙企业

自治区会对 LLC 征税而不对有限合伙企业征税袁某
行征税遥 第二袁LLC 的法律适用不如有限合伙企业
明确袁例如法院可能会参考有限合伙企业判例法来
解释与 LLC 有关的州法律的有关条款遥 在设立方

面袁设立 LLC 需要向相关的州提交设立证书遥 LLC
的主要文件一般是经营协议或 LLC 协议袁其内容与
有限合伙协议大致相同遥

[9]

渊二冤对冲基金的结构

典 型 的 对 冲 基 金 结 构 有 单 一 基 金 渊Single

Fund冤尧目标基金加联接基金(Master-feeder
和平行基金(Parallel

1. 单一基金结构

Funds)结构遥

[10]

Funds)

对冲基金最简单的结构就是单一基金袁即只含

的重要文件就是合伙协议袁 这是一份条款众多尧内

有一只基金袁无论是在岸基金还是离岸基金袁单一

容详细的文件袁可称之为合伙企业的宪法遥 典型的

结构基金都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遥 单一基金的主要

合伙协议一般包括下列内容院目的和任务尧GP 的权

优势在于设立简便袁但是劣势在于税收优惠有限遥

限尧管理费和绩效报酬尧补偿尧利益冲突尧估值尧认购
和退出程序尧份额转让尧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尧关键

2. 目标基金加联接基金结构

目标基金加联接基金一般包括一个母基金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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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经纪账户并为整个基金组谋求投资策略袁目标

一般来说袁将对冲基金投资于各种证券的管理

[11]

人也可列入投资顾问的范畴袁因此其也应当依法进

基金加链接基金还包括多个支线实体来进行投资遥

在很多情况下袁目标基金加联接基金一般会包括一

行注册袁除非获得相应的豁免遥

个非美国母基金尧一个非美国联接基金和一个美国

渊二冤私人基金投资顾问的注册豁免

联接基金遥 这种结构基金的优势在于便于管理袁容

只作为私人基金的投资顾问的袁则豁免在美国

易形成规模效益袁降低成本等遥 另外袁在美国应纳税

证券交易委员会渊SEC冤注册袁但是该投资顾问在美

投资者投资在岸联接基金袁以及非美国投资者和免
税美国投资者投资非美国联接基金的同时袁这种结
构的基金还可以向更广泛的合格投资者销售遥

国管理的有效资产要低于 1.5 亿美元遥 这种私人基

金也称为合格私人基金袁野合格私人基金冶是指不是
根据叶1940 年投资顾问法曳注册的私人基金袁也不属

3. 平行基金结构

平行基金与母基金有些类似袁平行基金一般包

括一个美国实体和一个非美国实体袁两者采用相同
的方式进行投资遥 但是袁由于监管尧税收等因素袁平
行基金的投资组合可能也会有所偏离袁使两只基金
的投资并不是很相称遥 与目标基金加联接基金不同
的是袁 平行基金中的两只基金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袁
因此需要有两个独立的投资组合和经纪账户袁两只
基金的收益也可能不同遥

于被选择作为企业开发公司渊Business Development

Company冤盂的情形遥 野私人基金冶是指发行人属于美

国 叶1940 年 投 资 公 司 法 曳 所 规 定 的 投 资 公 司
(Investment

Company) 的 基 金 袁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袁

叶1940 年投资公司法曳对此有豁免规定遥 榆但是袁上述
投资顾问仍然有义务向 SEC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接受 SEC 的监管袁 而且要遵守 叶1940 年投资顾问
法曳的反欺诈条款虞和 SEC 的付费规则遥

为了能够取得私人基金投资顾问的豁免袁基于

三尧美国对冲基金投资顾问的监管

美国的投资顾问在美国管理的有效资产不得高于

渊一冤投资顾问的含义
在美国境内提供投资顾问服务的个人和实体袁

需要遵守美国 叶1940 年投资顾问法曳袁 依法进行注

1.5 亿美元遥 但是袁非美国的私人基金投资顾问渊其仅
有的美国客户为合格私人基金冤情况则有所不同遥 例
如袁非美国投资顾问没有在美国从事业务袁并且其

册袁该法将投资顾问界定为获得报酬从事就证券价

仅有的美国客户为合格私人基金袁则投资者人数和

值或投资尧买卖证券的可行性直接或通过出版物和

那些美国合格私人基金下的资产额度则不受限制袁

书面材料向他人提供咨询业务的人袁或指为获得报

无需注册袁因为其视为没有在美国管理有效资产遥

酬尧作为常规业务组成部分发布或公布与证券有关
的分析或报告的人遥

淤

渊三冤外国私人顾问及其豁免
私人基金的非美国投资顾问可以依靠注册豁

其中袁某人是否属于野从事业务冶渊In the Busi鄄

免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野外国私人顾问冶的要

投资顾问法曳对野证券冶的界定很广袁即任何票据尧股

样一种投资顾问院第一袁不在美国从事业务曰第二袁

ness冤袁取决于该人提供咨询服务等的频率遥 叶1940 年
票尧库存股票尧证券期货尧债券尧公司(信用)债券尧债
务凭证尧 利润分享协议项下的权益或参与权证书尧
担保信托证书尧公司设立前的证书或认购权尧可转
让股份尧投资契约尧有表决权的信托证书尧证券存托

求袁即外国私人顾问豁免遥 野外国私人顾问冶是指这
美国境内客户和私人基金渊该投资顾问所服务的私
人基金冤的美国境内投资者袁总共少于 15 个曰第三袁

管理的有效资产低于 0.25 亿美元袁该野有效资产冶是
指归属于美国境内客户和私人基金的美国境内投

凭证尧石油尧天然气或其他矿产权的小额未分割权

资者的有效资产袁SEC 有权对这一数额进行调整曰

益袁与证券渊包括存托凭证冤尧一组证券或证券指数

第四袁 既不向美国境内的公众显示其为投资顾问袁

渊包括其中或以其价值为基础的任何权益冤 有关的

也不向注册的投资公司或某些企业开发公司提供

任何卖出权尧买入权尧买卖权尧期权或优先权袁或被

咨询服务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在外国私人顾问豁免中

普遍视为野证券冶的任何权益或工具袁或与上述任何

使用的野在美国冶一词袁与私人基金顾问豁免中的用

一项相关的权益或参与权证书尧 暂时或临时证书尧

法不同袁因此应当注意这一豁免的实际效果遥

凭证尧担保证书尧认购尧购买证或认购尧购买权遥 野报
于

酬冶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经济等利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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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界定为参与决定下列事项的人院符合叶1940 年投
资公司法曳第 3(c)(7)条规定的私人基金的已发行的

证券的受益人数量曰或者私人基金的已发行的证券

是否完全由符合叶1940 年投资公司法曳第 3(c)(7)条
规定的合格买家所拥有遥 特别地袁当为了外国私人

顾问豁免而计算美国投资者和客户的数量时袁外国

资公司法曳袁此外还有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遥
渊一冤叶1933 年证券法曳

叶1933 年证券法曳涵盖了证券的发行和销售以

及 SEC 层面的注册要求遥
1. 对冲基金的发行

根据叶1933 年证券法曳第 5 条的规定袁美国跨州

私 人 顾 问 豁 免 要 求 投 资 顾 问 院 穿 透 审 查 (Look

的证券发行和销售一般应当注册遥 而第 4 条规定了

人都算作投资者曰将私人基金的股权和债券持有人

豁免的相应指引性规定袁 但是袁SEC 的解释以及判

算作投资者曰在目标基金加联接基金结构中袁要穿

例法为私募的判断提供了多个参考因素遥 这些因素

透审查为了母基金投资而设立或运作的联接基金

包括院发行对象的数量及其相互关系尧与发行人的

中的美国投资者并将其算作投资者袁该野母基金冶袁

关系曰发行对象的特点袁例如专业知识尧风险承担能

是指该顾问为其提供咨询服务的母基金曰将一些工

力等曰发行规模曰发行方式曰转售的限制遥 其中并没

具的持有人算作投资者袁例如总收益互换等结构性

有绝对性的标准袁而是在个案中要综合考虑各种因

产品袁这些工具具有转移风险的作用袁即工具持有

素袁从而判断某证券的发行是否属于私募发行遥

Through)任何代理人账户袁从而将账户的每个受益

人成为了风险承担者遥 第二袁客户的界定遥 外国私人
顾问豁免也包括一定的免责事由袁并且外国私人顾
问豁免要求投资顾问将接受该投资顾问的投资咨
询服务而不付报酬的人算作客户遥 外国私人顾问豁
免还要求袁如果投资顾问将私人基金的美国投资者
算作投资者的话袁则该投资顾问不必将该私人基金

私募的豁免注册遥 对此袁在成文法方面袁并没有私募

为了明确私募豁免规则袁根据叶1933 年证券法曳

第 4 条袁SEC 又以叶D 规章曳的叶506 规则曳渊Rule 506

of Regulation D冤作为重要的规范性依据遥 叶506 规
则曳规定袁叶1933 年证券法曳第 4 条中的私募豁免应
当符合的私募条件是院第一袁买家不得超过 35 人袁

但是合格投资者不在此限袁无论是否为野合格投资

算作客户遥 第三袁在美国的界定遥 外国私人顾问豁免

者冶袁买家都需要具备应有的知识和经验曰第二袁发

的前提是袁该投资顾问在美国没有从事业务袁美国

行中不包括一般的劝诱或广告曰第三袁买家的目的

低于 0.25 亿美元遥 外国私人顾问豁免基于上述目

第一袁对于个人袁净值(或与配偶合计)超过 100 万美

境内的客户和投资者少于 15 个袁 管理的有效资产
的袁一般依据美国叶1933 年证券法曳来界定野在美
国冶袁一般会关注客户或投资者的住所遥 另外袁根据
外国私人顾问豁免公布的规则袁某人根据叶1933 年
证券法曳被认定为野在美国冶的袁在该人正在成为客
户或正在投资于该投资顾问所提供咨询服务的私
人基金之时袁如果该人不野在美国冶袁则也可能被算
作不野在美国冶遥

另外袁即使私人基金顾问属于豁免在 SEC 层面

是为了投资而不是转售遥 [12]野合格投资者冶一般包括院

元袁或者前两年收入均超过 20 万美元(或与配偶合
计前两年收入均超过 30 万美元)并且本年预计将达

到同等水平曰第二袁对于公司(Corporation)尧合伙尧信
托尧基金会袁总资产超过 500 万美元遥

[13]

2013 年 9 月袁SEC 通过了一个新规则袁 即不良

行为人规则渊Bad Actor Rule冤袁是指发行人渊Issuer冤

或规定的野所涉的人冶渊Covered Person冤曾有野不合格
事件冶遥

[14]

根据不良行为人规则袁不合格事件一般包

注册的袁但是如果美国投资顾问在某一个州有业务

括院第一袁刑事定罪曰第二袁法院禁令和命令曰第三袁

的袁则该州有权要求该投资顾问在该州的层面进行

州和联邦监管机构的最终命令袁例如州证券尧银行尧

注册遥 向美国人提供投资咨询服务的非美国投资顾

保险监管机构曰第四袁与经纪人尧交易商尧市政证券

问袁无法在 SEC 层面获得注册豁免的袁则应当履行
相应的注册义务袁 作为在 SEC 层面注册的投资顾
问袁则无需再在州层面上注册遥

四尧美国对冲基金具体行为的监管
在美国联邦层面袁调整对冲基金行为的最重要
的两个证券法律为叶1933 年证券法曳和叶1940 年投

交易商尧投资顾问和投资公司及他们的关联人有关
的 SEC 纪律制裁命令曰第五袁停职尧开除或禁入证券
自律性组织曰第六袁SEC 停止交易指令和暂停叶A 规
章曳豁免指令曰第七袁美国邮政虚假陈述遥 野所涉的
人冶愚包括院第一袁根据叶506 规则曳为销售证券的实体
(发行人)袁以及该发行人的前任者或附属发行人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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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袁参与发行的董事尧执行官尧其他官员袁发行人的

美国发行的对冲基金袁应当保证网站只面向美国境

普通合伙人或管理人员曰第三袁占发行人有表决权

外的投资者袁而不向美国境内投资者开放遥

股 20%及以上的受益人曰第四袁发行人的投资管理
舆

渊二冤叶1940 年投资公司法曳

人袁 和该投资管理人的董事尧执行官尧参与发行的

根据叶1940 年投资公司法曳袁基金的注册需要符

其他职员尧普通合伙人或管理成员袁以及该普通合

合很多规定袁对冲基金一般可以依靠私人投资基金

伙人或管理成员的董事尧执行官尧参与发行的其他

特例来避免这种注册遥

职员曰第五袁销售时袁与发行人有关的营销人员曰第
六袁发行中袁因与证券销售的劝诱有关而被或将会

1. 叶1940 年投资公司法曳第 3(c)(1)条

叶1940 年投资公司法曳的第 3(c)(1)条是一个非

被直接或间接支付报酬的人曰第七袁第六项主体的

常重要的例外性规定袁即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对冲

董事尧执行官尧参与发行的其他职员尧普通合伙人尧

基金可以豁免注册院第一袁该基金的已发行的证券

管理成员遥

2. 对冲基金的销售

为不超过 100 个受益人持有曰第二袁该基金没有也
不打算公开发行证券遥 当受益人为公司(Company)

根据叶D 规章曳的规定袁在向美国投资者首次销

售时袁对冲基金需要及时向 SEC 提交法定表格遥 否

的袁该公司一般会被视为一个人袁但是 SEC 有时会
要求对冲基金进行穿透审查公司的潜在投资者并

则需要符合各州的具体规定袁这会使问题复杂化遥

计算公司的受益人袁以确定对冲基金的受益人是否

时发行和销售证券将被视为是在美国境外的一般

人的限制遥

叶1933 年证券法曳框架下的叶S 规章曳规定了何

性指引袁这也是安全港规则遥 典型的非美国对冲基
金一般要符合叶S 规章曳下的叶903(a)规则曳袁从而遵守

超过 100 人遥 对于某些专业从业人员袁 则不受 100
2. 叶1940 年投资公司法曳第 3(c)(7)条

如果该基金没有进行或没有打算进行公开销

叶S 规章曳遥 根据叶903(a)规则曳的规定袁发行或销售是

售袁则叶1940 年投资公司法曳第 3(c)(7)条是完全由合

人尧经销商尧附属机构或前述人员的代表的直接销

款类似袁第 3(c)(7)条也是一个例外性规定遥 野合格买

在境外进行曰并且在销售中袁没有美国境内的发行
售努力遥

根据叶D 规章曳的叶502(c)规则曳袁私募发行证券
的袁不得通过一般的劝诱或广告的方式遥 一般来说袁
通过报纸尧杂志等媒体发布广告尧文章尧通知等袁或
者通过电视尧广播尧大众网站等来发布袁则会被认为
属于一般劝诱袁应予避免遥 另外袁通过一般劝诱或一
般广告而邀请他人参加的讲座或会议也是禁止的遥
发行人或其代表与被劝诱人之间的既存关系袁可以
作为判断是否存在一般劝诱或一般广告的参考因
素之一遥 这一关系袁必须足以表明发行人有足够的

格买家所拥有的投资公司基金的特例遥 与 3(c)(1)条
家冶一般包括院第一袁在投资中至少拥有 500 万美元
的自然人袁所谓野投资冶要符合叶1940 年投资公司法曳

的界定曰第二袁在投资中至少拥有 500 万美元的某

些家族公司(Company)尧合伙尧信托等实体曰第三袁某
些信托袁实际上美国商业信托的法律地位也在逐渐

得到认可曰[16]第四袁在投资中至少拥有 2500 万美元
的实体曰第五袁由合格买家所拥有的实体曰第六袁大
多数的野合格机构买家冶袁这里的机构袁一般包括至
少拥有 1 亿美元投资证券的机构遥 对于第 3(c)(7)条
基金袁在某些情况下袁也会要求穿透审查投资者遥

信息来评估对方的专业知识和经济能力以判断对

值得注意的是袁野合格买家冶的满足条件似乎要

方是否为合格投资者遥 对方在以前是投资者的袁一

比野合格投资者冶的满足条件难袁但是并非所有的合

般并不足以认定存在既存关系遥 SEC 会根据具体情
况来判断是否存在既存关系遥

网络是对冲基金与投资者交流的重要工具袁网
[15]

格买家都一定符合合格投资者的条件袁反之也如此遥
渊三冤经纪人和交易商
美国叶1934 年证券交易法曳对经纪人和交易商

络也对证券交易产生了重要影响遥 如前所述袁通过

的界定十分广泛袁 包括绝大多数买卖证券的人袁或

大众性的网络会被视为一般劝诱而被禁止遥 因此袁

者作为代理人袁或者进行自营交易遥 根据叶1934 年证

网站必须受到严格的控制袁并设置程序袁只有合格
投资者才可以访问网站遥 同时袁基金和投资顾问还
必须注意第三方网站的超链接遥 根据叶S 规章曳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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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法曳第 15 条的规定袁一般要求经纪人或交易
商使用美国州际商用媒介来影响或劝诱证券交易

的袁例如邮件尧电话等方式袁都应当在 SEC 注册遥 如

丛彦国：
美国对冲基金监管与欧美监管转型

果对冲基金直接向美国居民销售证券袁而不是通过
交易商袁则该基金自身不需要在 SEC 注册为经纪人
或交易商遥

根据叶1934 年证券交易法曳的规定袁对于发行人

的关联人(Associated Person of an Issuer)的经纪人
注册要求袁当该关联人符合某些条件时袁也有安全

世界金融危机给对冲基金业造成的巨大影响也是
不言而喻的袁包括对相关法律法规尧监管和投资理
念的影响遥 美国对冲基金监管的强化袁也体现了后
金融危机时代欧美对冲基金监管的发展趋势遥
渊一冤欧美监管规则的完善和新规的出台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给对冲基金业造成了巨

港条款遥 但是袁该关联人不得存在法定禁止情形袁不

大影响袁[19]各国纷纷进行监管改革袁表现之一就是监

得附属于经纪人或交易商袁其报酬不得与其销售业

管规则的完善和新规的出台遥 在欧洲袁相应的监管

绩有关遥 这一安全港条款袁对于基金或其投资管理
人的职员尧董事具有重要意义遥
渊四冤其他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改革表现在欧盟 叶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指令曳

(AIFMD 指令)尧欧盟叶金融工具市场指令曳(MiFID 指
令)尧叶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曳(EMIR 规则)等遥

美国对冲基金还应当注意和遵守下列规则院

在美国袁最著名的监管改革则表现在美国证券交易

第一袁美国叶1974 年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曳遥 美

委员会(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

国叶1974 年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曳调整着大多数私
人美国退休金和福利计划的运行和管理遥 对于此类
计划袁受托人往往负有特殊的职责袁此类职责来源

管规则尧叶多德-弗兰克法案曳渊Dodd-Frank Act冤

尧

俞

叶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曳渊FATCA 法案冤逾等遥 在全

球范围袁很多改革都会给对冲基金造成影响袁包括

广泛袁不限于成文的劳动法律条款遥 [17]对此应当加以

欧洲的卖空禁令尧 全球衍生品和影子银行改革等遥

关注袁以防范法律风险遥

尽管存在上述改革袁 但是对冲基金业仍在持续发

第二袁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渊CFTC冤的规
章遥 很多对冲基金管理人可能会对商品收益感兴
趣袁商品收益的工具主要有期货尧期权尧互换等遥 美
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规章相当于是美国叶商品
交易法曳的实施细则遥 根据 CFTC 的规定袁当基金交

易意在商品收益的袁则该投资基金会被视为野商品

基金冶遥 一般来说袁商品基金的管理人应当在 CFTC
注册为商品基金管理人袁而相应的投资顾问应当在

CFTC 注册为商品交易投资顾问遥 根据 CFTC 的规
定袁对于上述注册也有相应的豁免遥

第三袁新发行证券的规则遥 所谓野新发行证券冶袁
就是指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意思袁其中的承销团应
余

当有美国金融业监管局渊FINRA冤 的成员遥对冲基金
如果投资于新发行的证券袁则需要遵守 FINRA 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的相关规则遥

第四袁报告义务遥 持有根据叶1934 年证券交易
法曳注册的美国股权证券达到一定数量的袁投资管

展遥 与传统投资组合相比袁对冲基金的平均回报率
仍然很高遥
渊二冤欧美对冲基金监管的新趋势
1. 监管的强化

随着机构投资者(包括捐赠基金尧养老基金尧年

金)的逐步参与袁对基金及其管理人的运营提出了更
高的透明度要求遥 这些机构投资者在追求投资回报
的同时袁也要关注风险管理与合规性问题袁同时袁对
冲基金也需要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要求袁并对投资
者负有审慎义务遥 在过去袁投资管理人设立对冲基

金必须满足管理的资产不低于 5000 万美元的要
求袁而如今这一数额已经大大提高袁这便属于合规
成本的提高袁这也给投资基金管理人带来了一定的
准入障碍遥 随着对冲基金业监管的强化袁对冲基金
管理人对此也在加强自身转变遥
2. 监管规则的国际化

欧盟委员会于 2012 年 12 月发布了叶另类投资

理人和基金应当履行向 SEC 的报告义务遥 投资管理

基金管理人指令曳袁并要求其成员国在 2013 年 7 月

因其为何种组织形式而免除遥

资者的保护袁减少系统性风险袁统一投资公司的运

人和基金的报告义务不因其是否在 SEC 注册袁也不

前将其转化为国内法遥 该指令的目的在于加强对投

五尧欧美对冲基金监管的转型

营规则遥 其中包括受到热议的薪酬规定袁这将对行

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袁即一些资产价

业的薪酬支付产生重要影响遥 该指令对欧盟境内的

格大幅度下跌尧金融机构的破产尧对金融机构信心

对冲基金具有重要影响袁但是该指令的影响并不限

的下降尧信贷不足尧经济下跌和恶性循环遥

2008 年

[18]

于欧盟境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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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卖空的监管更加科学

从世界范围来看袁卖空的监管目标在于提高透

明度和明确度袁这将使投资者受益袁也使监管者便
于监管遥 更重要的是袁监管者能够监控因卖空和市
场滥用行为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遥 在实践中袁根据
规定袁投资者需要向相关监管机构报告大的卖空头
寸袁并且禁止裸卖空遥 这与以前不同袁在以前袁市场
参与者可以在拥有任何契约借用协议之前卖出头
寸遥 另外袁公众有权通过法定的报告来获取必要的
信息袁包括大的寸头和所受到处罚等遥 欧洲的卖空

民和绿卡持有者的离岸逃税行为袁此项法案于 2010 年通
过袁另外美中之间签有叶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

偷漏税的协定曳袁该法案对于海外投资具有重要影响遥 参
见 Harvey J R. Offshore Accounts: Insider's Summary of
FATCA and Its Potential Future [J]. Vill. L. Rev., 2012,
57: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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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Hedge Fund Regulation and Euramerican Regulatory Transition
要On the Background of Post Financial Crisis Era
要要
CONG Yan-guo

渊School of Law,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冤
Abstract: Hedge fund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it has never been formally
universally defined. US hedge fund organizational forms include limited partnership and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nd its
structures include single fund, master-feeder funds and parallel funds. US hedge fund regulations include investment advisers
and fund activities' regulations. The improvement of US hedge fund regulation rules is on the background of Post Financial
Crisis Era with the transition of Euramerican regulatory, and it is behaving as enactments of EU 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irective,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 European Market Infrastructure Regulation, US Dodd -Frank
Act and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any new trends of the regulatory, such as
reinforce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etc.
Key words: US; hedge fun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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