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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初，金融监管发布了一系列数据管理相关的政策和文件，
人民银行在《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将“加快监管
科技全方位应用，强化数字化监管能力建设”纳入八项重点任务之一；
银保监会在《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中，强调从“健
全数据治理体系、增强数据管理能力、加强数据质量控制、提高数据
应用能力”四个方面提升数据治理与应用能力；春节前夕，银行业
EAST5.0正式发布。一系列数据管理和数据报送的新政，彰显了监管机
构未来在数据领域“强监管”的决心。

毕马威继续收集并整理了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2022年第一季度1的
公开处罚信息，以“数据”、“信息”、“统计”和“报送”作为识
别数据相关罚单（以下简称“数据罚单”或“罚单”）的关键词，通
过对监管机构、被监管机构以及处罚事由的分析，识别监管对金融机
构数据工作的关注点，结合外部环境趋势和金融同业实践，对金融机
构数据工作的趋势和发展提出建议。

【1】本刊统计的时间均为罚单发布时间，非罚单出具时间。
本刊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开发布的处罚信息，毕马威通过对处罚信息内
容开展“关键词”分析，作为本刊编写的数据基础。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
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
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卷首语

张楚东

毕马威中国
金融业主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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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季度，人民银行及银保监会向银行、保险公司和非银支付公司等各类金融
机构2共开出数据罚单384张，处罚金额3超过4.1亿元，涉及235家机构4。

与2021年相比，今年一季度的罚单数量和罚款金额均有显著增长，罚单数量超过去年4
个季度，罚款金额也超过去年3个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罚单数量实现了121%的增长，罚
款金额更是达到228%的增长。

【2】参考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银保监会于2021年10月15日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监管责任单位
名单及保险机构法人监管责任单位名单以及行业通用表达，我们将金融机构分为12大类，依次为银行、保险、证券、资产
管理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贷款公司、非银行支付机构及
其他。
【3】本文处罚金额根据统计单位进行四舍五入的处理；在单一罚单涵盖多项处罚事由且无法对罚金进行明确区分时，本
文将罚单整体处罚金额纳入统计。
【4】指单一法人机构，例如，银行的总行、分行、支行作为同一机构纳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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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同期相比，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第一季度罚单数量和罚款金额均超过去年同期，
其中银保监会的罚单数量是去年同期3倍多，罚款金额是去年同期的6倍多。

罚单、被处罚机构/个人、地区和时间分别统计各项Top1，如下图。

【5】地区罚单/罚金的统计是根据开具罚单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统计，
其中人民银行总行及银保监会开具的罚单不在统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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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监管机构分析

2022年罚单连开， “强监管”新年延续

2022年第一季度整体罚单总量384张，罚金总额超4.1亿元。其中，

 银保监第一季度共开出272张数据罚单，较去年同期增长224%，罚金总额2.6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值572%；

 人民银行第一季度共开出112张数据罚单，较去年同期增长24%，罚金总额1.5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值75%。

人民银行

罚单合计 112 张

罚金合计 1.5 亿元

罚金最高罚单 2289.9 万元

平均罚单 135.6万元

银保监会

罚单合计 272 张

罚金合计 2.6 亿元

罚金最高罚单 4410 万元

平均罚单 95.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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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监管机构的罚单数量和罚款金额远超总部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共开出数据罚单361张，总罚款金额超3.1亿元，
其中，黑龙江银保监局开具24张罚单，为单监管机构开具罚单之最。与人民银行总行和银保
监会第一季度23张罚单，0.9亿罚金相比，地方监管机构的处罚力度远超总部。

监管标准化数据（EAST）是银保监会数据处罚重心

3月银保监会针对监管标准化数据的质量违规案件进行了集中查处，21家直管银行机构
全部收到罚单，处罚金额合计8760万元，单机构罚金在290万-480万不等。

按监管机构所在地区分析，各地监管的罚单和罚金依旧呈现较大差异

31个地区平均罚单数量约12张，其中黑龙江省以37张高居榜首，排名二、三的地区依次
是云南省（28张）和河南省（23张），罚单数量排名后三的地区依次是重庆市（2张）、天
津市（1张）和西藏自治区（1张）。

高

低

37张

0
南海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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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地区平均罚金约1031.8万元，其中山东省以4953.1万元位居罚金第一，后面依次
是上海市（3808.5万元）和广东省（3759.3万元）。罚金后三的地区与罚单保持一致，依次
是天津市（39万元）、重庆市（33.1万元）和西藏自治区(20万元）。

按罚单发布时间分析，1月份罚单数量和罚款金额最高

1月份罚单232张，罚金约2亿元；2月份罚单60张，罚金约0.4亿元；3月份罚单92张，
罚金约1.7亿元。

1月 2月 3月

罚单数量
（张）

人民银行 65 12 35
银保监会 167 48 57

罚款金额
（亿元）

人民银行 0.98 0.07 0.47
银保监会 1.04 0.3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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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融机构分析

银行和保险依然是数据罚单大户

银行和保险第一季度合计罚单369张，约占整体罚单数量的96%，处罚金额合计3.6亿
元，约占整体罚金的89%。

对比银行和保险，罚单数量相近，银行罚金依然远超保险

银行

被处罚机构160 家

罚单196 张，占罚单总量51.04%

罚款3 亿元，占罚款总金额74.19%

最高罚单4410万元

平均罚金155.56万元/张

个人最高罚金70 万元

保险

被处罚机构59 家

罚单173 张，占罚单总量45.05%

罚款0.6 亿元，占罚款总金额14.70%

最高罚单470 万元

平均罚金34.93万元/张

个人最高罚金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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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范围广，基本覆盖了大部分银行类型

按银行类型6分析，13类银行中的11类在2022年第一季度中收到数据相关罚单，其中，
农村商业银行罚款金额位居榜首，达0.86亿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超千万的大额罚单，落在了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
外资银行和分行身上。

【6】参考银保监会于2021年10月15日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监管责任单位名单及行业通用表达，我们将银行业金
融机构细分为13类，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
外资法人银行、住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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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考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编码规范》、银保监会于2021年10月15日发布的保险业金融机构法人监管责任单
位名单、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对保险公司的分类及行业通用表达，我们将保险业金融机构细分为8类，保险集团（控股）公
司、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财险公司、寿险公司、健康险公司、养老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

财险公司、寿险公司罚单数量、罚款金额涨幅大

按保险类型7分析，5类保险公司收到了数据罚单，其中，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在罚单、
罚金总量以及增长幅度上均尤为突出。财险公司罚单数96张，较去年同期增长100%，罚款
金额为316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值94%；寿险公司罚单数61张，较去年同期增长336%，罚
款金额为251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值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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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支付机构持续受到监管关注

相较于银行和保险，非银支付机构是数据监管罚单的又一重灾区。继2021年人民银行
开出的千万罚单后，2022年1季度，非银支付机构共收到数据罚单5张，罚款金额共计0.3亿
元，平均单张罚金644.4万元，最高罚金2245万元 。

个人罚单覆盖各级机构的各个级别

2022年第一季度涉及个人处罚的数据罚单8共计393张，被处罚人数446人，总处罚金
额1918.7万元，人均处罚金额4.3万元。按被处罚人职级9分析，经办级别处罚人数最多，共
168人，董事长的人均罚金最高，约14.9万元 。

【8】个人处罚罚单指的是处罚到个人的罚单，如单位罚单涉及到个人一并统计。
【9】个人处罚职级根据罚单中列示的被处罚人所处机构和职位进行归纳，其中

董事长：公司董事长，公司最高领导者；
高管层：包括总行/总公司的行长、直接责任人等人员;
部门级别：总行/总公司的部门总经理；分行/分公司的行长、法定代表人、直接责任人等人员；
处级：包括总行/总公司的处长；分行/分公司的部门总经理；支行/支公司的行长、法定代表人等人员；
经办：上述未提及的其他人员。

人均罚金被处罚人数

董事长 14.9万13人

高管层 9.9万35人

部门级 5.5万72人

处级 3.5万158人

经办 2.6万1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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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数据罚单，提炼5类处罚事由

毕马威分析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2022年第一季度数据类罚单的处罚事由，通过提炼关
键词，将处罚事由归纳为如下五类：

数据质量仍然是最主要的处罚事由

285张罚单与数据质量相关，占罚单总量的61%，位列处罚事由榜首，较去年同期增长
了132%。此外，未按规定报送和数据合规的罚单数量分别为103张和45张，位列处罚事由
第二、三位。

近年来，银保监会持续高度关注监管数据的整体治理水平和质量控制机制，在对21家
全国性中资银行机构EAST数据质量专项检查中，对漏报，错报以及数据交叉核验偏差等违
规事项进行了集中查处。

按处罚事由分析

数据质量 数据合规 未按规定
报送

未按规定
备案

未按规定
披露信息

罚单
数量 285张 45张 103张 27张 1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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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问题类型分析，数据完整性和一致性，是监管数据质量检查的重点

EAST报送大部分涉及的是银行基础明细数据，其数据质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银行整体
数据质量水平。21家银行共涉及325条处罚，按“案由”的关键词分析，漏报问题最为突出，
涉及130条处罚，占处罚条目的40%。

“漏报+未报送”合计171条处罚，超全部处罚记录半数，可见数据不完整仍然是银行
面临的突出问题。此外数据“不一致”和数据“存在偏差”更多体现跨报送体系、跨主题和
跨表的数据勾稽，这2类问题合计75条处罚记录，从另一个视角印证了未来监管报送一体化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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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业务领域分析，信贷业务数据是监管数据检查的重点，也是处罚重灾区

分析处罚“案由”关键词，识别各类处罚覆盖的银行业务和管理领域，信贷业务数据
共涉及164条处罚，高居榜首，覆盖对公贷款、个贷、贸易融资等各项信贷业务，以及贷前、
贷中和贷后各管理环节的明细数据。

信贷业务（164）

授信管理
（39）

信贷资产处置
（29）

对公贷款
（25）

担保
（20）

个
人
贷
款

贸易
融资

（13）

资产
质量

（19）

委
托
贷
款

理财业务
（51）

投资业务
（51）

会计账户
（51）

存款
业务

（14）

关联
交易

（10）

在数据合规类罚单中，个人信息合规使用和查询是监管检查的重点

伴随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出台，客户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合规使用也逐渐成为监管关注点，超过80%的数据合规罚单
涉及“个人信息”和“客户信息”，如，

 未按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

 未经书面同意查询个人征信信息

 未按照与个人信息主体约定的用途使用个人信息

 提供个人不良信息，未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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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数据按责履职，人人担当，人人尽责

监管统计是一项事关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的重要工作。面对日益严
格的数据类监管，我们建议金融机构重新审视监管数据的责任体系。现状
大部分机构的监管报送部门均为中后台部门，不直接负责数据采集，也不
是业务管理部门，很难做到数据的源头管控和全流程管控。

以“责权利”视角，构建覆盖数据生命周期的新型责任体系

传统的数据责任体系，更多的关注的是“责”，通过数据认责，在
出现质量问题时，实现数据问责。

毕马威在数据资产管理视野下，将数据视为一项资产，通过数据资
产治理、数据资产运营和数据资产服务，实现数据资产的保值增值。在这
种诉求下，新型的数据责任体系必然要综合考虑“责权利”，实现明确职
责、授予权利和利益分配。

构建监管数据责任体系，一方面，明确监管数据资产的主管方，另
一方面也要结合数据在金融机构内采集、加工、传输、使用和销毁各环节，
协助主管方落实监管数据的协管方，以此形成全流程、多维度体系的数据
责任矩阵，才能有效推动数据质量的持续提升。

洞察与建议

陈立节

金融业数据治理
主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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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监管数据责任体系，涉及到金融机构各部门的利益及职责边界，十分具有挑战性，
业内很多金融机构都是采取外聘独立第三方的形式，通过咨询项目，一方面完成存量监管数
据责任认定，另一方面，构建业界先进的认责机制和流程，支持未来监管数据责任体系的持
续更新。

深化落实监管数据质量管控“三道防线”

在构建数据责任体系过程中，通过在数据生命周期各节点，明确各相关责任主体，落
实数据职责，可以有效协助金融机构夯实数据质量“三道防线”，实现，

第一道防线，事前设计和管控。数据管理方者制定数据标准和数据质量要求，数据采
集方按照相关标准及质量要求采集、录入数据，从源头避免问题数据产生；

第二道防线，事中监测和校正。数据加工方按照数据管理方要求完成数据的加工存储；
数据管理方有效管理数据质量，开展必要的业务监测和质量提升；

第三道防线，事后监督和评价。数据治理牵头部门、内审部门通过日常质量监测、现
场/非现场检查、考核管理等活动，开展数据质量的检查、监督和考核。

采集 存储 加工 使用 销毁

数据采集方

数据主管方

数据技术方

数据主管方

数据技术方

数据主管方

数据使用方

数据主管方

数据技术方

数据主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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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与建议

建立个人数据账户，在满足合规要求和保障数
据权益下实现价值挖掘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两法的发布，数据合规成为社会日益
关注的热点，对于数据权益保护的监管力度也在持续加码。2022年初，银
保监会提出开展“银行业保险业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工作”，提升个人
信息使用的规范性，保护消费者数据权益。

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提出“探索建立个人数据账户制度的构想”，
在维护金融数据主体的数据权益的同时，有效管控数据资产合规应用。依
托数据资产账户，既可以通过数据资产的分类分级，匹配对应的权限管控
措施，实现数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安全保护，也可在充分尊重“数据自
主主权”的原则下，进一步促进数据流动、推进数据价值的挖掘。

• 监管要求严格，覆盖所有数
据处理环节，也包含多项数
据管控要素

• 数据确权难，部分数据涉及
多元主体、多重属性，权利
义务关系复杂

• 数据合规应用与数据权益保
障难

• 规范数据处理环节，维护数
据主体的数据权益，提升用
户安全信任

• 缓解数据主体在创造潜在价
值但处于劣势地位的不平衡

• 为数据资产协同开发应用建
立基础

挑战 机遇

杨晗

金融业数据服务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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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金融业数据咨询服务团队在近20年的金融数据咨询实践中沉淀了丰富经验，对
数据治理、数据资产管理、金融数据监管有着敏锐的洞察、深入的见解，希望能与各金融机
构加强经验分享与交流合作，携手并进，促进金融行业数据能力提升。

联系我们

张楚东
金融业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139 1753 3388
邮箱：tony.cheung@kpmg.com

陈立节
金融业数据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
电话: ：+86 189 1008 3580
Email: felix.chen@kpmg.com

刘建刚
管理咨询及技术与创新主管合伙人
电话：+86 186 2190 9101
邮箱：reynold.jg.liu@kpmg.com

杨晗
金融业数据咨询服务合伙人
电话: ：+86 150 1013 1879
Email: vivian.yang@kpmg.com

王亚军
金融业数据咨询服务合伙人
电话: ：+86 136 2196 9486
Email：echo.y.wang@kpmg.com

陈琦
金融业数据咨询服务总监
电话: ：+86 138 1002 1912
Email: eric.q.chen@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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