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 I SGX

新加坡交易所（SGX）
新的交易後系統採納ISO 20022

新加坡交易所是亞洲領先、深受信任的

“我們渴望讓客戶
方便地訪問證券信
息，這些信息應是
用戶友好的。我們的
多家全球客戶已經在
使用MyStandards
來管理其多個市場
中的技術規格，因
而，我們也利用這一
工具，憑藉新交所
ISO 20022文件記
錄，幫助他們節省
時間和資源，這是
理所當然的做法。”
Nico Torchetti
市場服務、股票和固定收益主管

基礎設施，按照最高監管標準，經營股
票、固定收益和衍生品市場。作為亞洲
最國際化的多資產交易所，新加坡交易

背景
2012年，新加坡交易所啟動了其清算、
結算和存託系統的現代化革新，升級為

所提供上市、交易、清算、結算、存託

採納國際標準的實時、基於報文的通訊。

和數據服務，其大約40%的上市公司和

新的交易後系統（PTS）將分階段實施，

90%的上市債券來自新加坡境外。
新加坡交易所是中國、印度、日本和
東盟基準股指的最具流動性離岸市場，
並提供大宗商品和貨幣衍生產品。

第1階段聚焦於清算、結算和支付應用程
序式界面（APIs），並在後續階段中擴
展範圍，納入存託、公司行動、參考數
據和抵押物管理等其他業務領域。

新加坡交易所總部位於榮膺AAA評級的

新的交易後系統第1階段於2016年1月上

新加坡，其風險管理和清算能力得到了

線，其向新加坡交易所的證券清算會員

全球公認。關於更多信息，請訪問

提供了廣泛的好處：

www.sgx.com.

基於API的互聯互通，允許會員具備靈活
性，可以為其客戶採納“同類最佳”解決方
案精簡的操作流程和直通處理能力採納
國際最佳實務規範和標準，即結算處理
中的ISO 20022標準。

採用
SWIFT標準的好處
– 客戶化、高效的工作流
– 更快推向市場
– 便於全國市場實務規範工作組
的工作，並支持採納最佳實務
規範
– 就行業發展的全球性和地區性
趨勢，進行信息共享
– 在ISO 20022開發中的質量支持
– 在您的組織中建立一個標準專
長中心
– 新交所用戶社群的參與

在2016年7月與2017年9月之間，新加坡
交易所的全部證券清算會員已經開始遷
移到基於ISO 20022的結算處理。
在公司公告處理領域，新加坡交易所首
先於2014年3月翻新了SGXNews，並在
公司公告發布中引入ISO 20022，同時該
服務也可提供ISO 15022。

新加坡交易所的ISO 20022之旅：主要驅

實現端到端的業務模式和交易週期。

動因素和考慮

I SO 2 0 0 2 2還採用了結構化XML作為

新加坡交易所於2012年啟動了ISO 20022
項目。聘請了SWIFT開展可行性研究，並
審視其交易後流程以及整個交易後工作
流中（清算、結算、存託和公司行動）
ISO 20022報文和接口的部署。其目標是
實現新加坡交易所基礎設施的現代化，
讓會員可以選擇如何構建其清算-結算-存
託業務模式，如何操作（內包或外包），
首選哪些應用軟件、以及首選通過哪些
網絡（例如，通過SWIFT）連接到新加坡
交易所。

其底層句法，從而提供了靈活性，並
使得實施和數據的使用更加簡便。此
外，在證券結算中實施ISO 20022，還可
實現更高程度的自動化和直通處理，
而統一的報文標準有助於降低數據處
理風險。
在評估國際標準ISO 15022和ISO 20022
時，考慮到世界各地對於ISO的採納不
斷增多，以及其具有通向其他業務領域
的可延伸性，因而選擇了ISO 20022。
ISO 20022標準與新加坡交易所的交易

該目標雄心勃勃，其主要賦能因素之一，

後策略協調一致，並且適合新加坡交

是採納了國際標準和最佳實務規範。新

易所未來的報文系統需要，為該交易

加坡交易所相信，ISO 20022的主要好處

所的所有服務和客戶細分市場提供了

是具備了相應能力，能夠在支付、證券、

一個統一的數據結構。

在我們的交易後現代化項
目中，基於API的基礎設
施和ISO 20022報文標準
現已上線，我們對此深感
欣 慰 。 這 使 得 我 們 的 CCP
和
CSD與全球市場實務規範
一致，促進了更高程度的
實時直通處理，提升了我
們交易後服務的功能性、
績效、靈活性和規模化。
Nico Torchetti
市場服務、股票和固定收益主管

投資基金和具體交易活動方面，

2015年8月21日

定稿並發布新交所ISO 20022技術
規格v4.2（用於測試）

2015年11月9日

新交所的第1階段SWIFT基礎設施上線，
支持將ISO 20022用於結算，將FIXML用於清算報文

2016年5月31日
2012年8月

完成了交易後
業務和技術流程審視、以及
ISO20022 可行性研究

2013年8月13日

正式啟動新的PTS（第1階段）項目

2013年8月30日

發布新交所ISO 20022技術規格v1.0

定稿並發布新交所ISO 20022技術
規格v4.3（用於正式推出）

2016年7月1日（上線）- 2017年9月
PTS第1階段

2017年以及之後的
里程碑
新交所及會員將完成PTS
第2階段（存託系統）實施

確定新交所
ISO 20022版本
更新流程

與SWIFT協同實施

這包括對新交所的業務流程、技術應用

從一開始，SWIFT就在支持新交所的

分析，針對戰術性和戰略性變革，概列

交易後系統更新項目，提供了專家諮詢
服務、培訓和技術，在過程中協助新交
所。

和工作流進行詳細的影響評估和差距
出多年的實施路線圖。此外，在如何
進一步實現其專有的、或基於傳真業務
工作流的標準化和自動化方面，SWIFT向
新交所提出了建議。新交所還與SWIFT就
第1階段項目設計並客戶化其ISO 20022

自從2012年1月我們在新
加坡的部署開始之時，
SWIFT的 標 準 和 證 券 市 場
團隊就涉入了新交所的
ISO 20022接納項目。在
過去4年中，創建交易後系
統藍圖、ISO 20022標準
規格評估、社群培訓、
I S O 2 0 0 2 2 - 1 5 0 2 2 映射
表、以及很多其他交付成
果，讓我們非常繁忙。能
夠在這一重大的新加坡市
場現代化項目中，貢獻我
們的專長，也是我們的榮
幸。而這僅僅是亞太地區
的一個開端，在該地區，
很多證券市場基礎設施正
在與我們攜手開拓ISO
20022之旅。
Alexandre Kech
亞太區證券和外匯市場主管
SWIFT

規格，開展了密切協作。在MyStandards
中，新交所記錄了二十五條ISO 20022
報文，其涵蓋了證券結算、證券管理和
現金管理。而取決於項目如何演進，在
第二階段可能會開發更多報文。

社群的參與
在確定新交所清算和結算系統新模式的
過程中，新交所與SWIFT密切協作（後者
也是ISO 20022的登記機構），並與新加坡
全國市場實務規範工作組（SG NMPG）
緊密合作，開發新交所的技術規格。在
整個項目過程中，新交所展現了其決心，
通過使用ISO標準，實現交易後流程的標
準化。新交所認識到了，這些標準化工
作可以為交易所參與者帶來的 好處，並
在此方面，繼續與SWIFT和新加坡全國市
場實務規範工作組（SG NMPG）協作。
隨著新交所邁向第2階段的工作，其將繼
續保持交易所社群的參與。
作為這些工作的結果，新交所會員現在
可以選擇通過新交所的MPLS網絡、或者
通過SWIFT連接到新交所。 SWIFT還向
新交所及其社群提供了ISO 20022培訓，
幫助他們了解該標準的主要原則，為實
施做好準備。

SWIFT與 新 交 所 就 此 項 目
開展了緊密協作，使得新
交 所 SWIFT基 礎 設 施 可 支
持ISO 20022報文，並向
證券用戶提供一個敏捷、
可適應未來需求的結算平
台。在新交所新的交易後
結算系統中，新交所證券
清算會員已經成功測試了
ISO 20022，並成功測試
清算的FIXML報文。 ISO
20022被大量的證券市場
基礎設施一致選為結算領
域中首選的報文標準，其
可實現和支持新的行業項
目以及新的解決方案。
Simona Catanescu
SWIFT的新交所客戶總監

與SWIFT協同實施

新交所致力於ISO 20022

關於ISO 20022

新交所與MyStandards

新交所不遺餘力地致力於ISO 20022的

ISO 20022是一部全球性的公開標準，

使用，以精簡各個業務領域中的數據

不受單一利益體所控制，對業界中具

通訊和交易處理。此外，為了在報文

有參與意願的所有人開放，可在任何

的使用和維護方面，與ISO 20022的全

網絡上免費實施。此外，它還具備成

球採納和最佳實務規範保持一致，新

熟、已完全確立的維護、演進和治理

交所已經簽署了SWIFT的《ISO 20022

流程。 ISO 20022是一種方法，遵循

協調實施章程》。

這種方法，可以創建金融報文標準。

新交所ISO 20022實施的範圍廣闊，這
也意味著會有大量的報文規格。需要
在內部記錄、共享和審視這些規格，
並發佈到用戶社群進行實施。相關的
標準管理可能是相當消耗時間和資源
的，而要保證文件記錄與實施之間的
一致性，也可能是一項挑戰。正因如
此，新交所選擇了MyStandards，作
為報文規格文件記錄的單一來源。
MyStandards是一個協作性的網絡應
用程序，在一個行業存儲庫中將統一定
義的規格集中化，並提供一套功能，
以實現這些結構化信息的最佳協作性
使用。通過使用MyStandards，新交
所以一種清晰、統一的方式共享其規
格，讓用戶能夠方便地分析和使用信
息。
目前，新交所與其存託代理以及交易
和清算成員共享超過20條使用標準指
南。其中包括14條證券結算報文、6條
證券管理報文、以及4條支付初始化報
文和1條現金管理報文。有興趣了解新
交所定義的ISO 20022規格的功能以及
限制的會員，可以請求通過MyStandards進行訪問。

另外，ISO 20022還是一個‘內容’主體
SWIFT標準的《協調實施章程》規定

——這意味著它包含了“報文定義”、以

了一系列的措施，旨在圍繞3條主軸，

及如何將其應用到具體業務領域的流

推動ISO 20022的協調實施：

程。 ISO 20022為業界帶來了一系列

信息共享

好處，包括可獲取豐富、全面的信息，

遵照市場實務規範、以及報文版本和

互操作性和協調實施、可兼容全球性

發布管理

標準和本地使用，以及可實現簡易的

在一個通用的全球性平台上發布信息：

數據使用。 SWIFT將繼續支持FIN MT

MyStandards

標準，並已做好準備，幫助業界轉向
ISO 20022。

作為此方面工作的一部分，新交所已
經公開了ISO 20022使用的相關信息，
這樣，MyStandards所有用戶現在都
能看到新交所提供了哪些ISO 20022服
務、每項服務相應的ISO 20022報文類
型和版本以及發佈時間表。

關於SWIFT的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swift.com.
MyStandards:
mystandards.swift.com

“我們渴望讓客戶方便地訪問證券信息，
這些信息應是用戶友好的。我們的多
家全球客戶已經在使用MyStandards
來管理其多個市場中的技術規格，
因而，我們也利用這一工具，憑藉
新交所ISO

新交所及其社群使用
MyStandards的益處

關於SWIFT

20022文件記錄，幫助他

們節 省 時 間 和 資 源 ， 這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做法。”市場服務、股票和固定收益
主管Nico Torchetti表示。

– 一站式訪問新交所的標準指南：
分析、生成、發布、下載位於
一個中央位置的所有報文規格
– 基於網絡的平台：便於操作、
易於瀏覽
– 統一併且熟悉的格式（在線、
PDF、excel）：減少客戶分析
和實施新交所規格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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