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了引导私募 金管理人 强内部 制，促进

合法合规 诚信经营，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动私募 金行

业规范发展， 据 证券投资 金法 私募投资 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 金管理人登记和 金备案办法

试行 ，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私募 金管理人内部 制是指私募 金管理人

防范和化解风险，保证各 业 的合法合规运作，实 经

营目标，在充 考虑内外部 境的 础 ，对经营过程中的

风险进行识别 评价和管理的制度 排 组 体系和 制措

施   

第三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按照本指引的要求，结合

自身的 体情况，建立健全内部 制机制，明确内部 制职

，完善内部 制措施，强化内部 制保障，持续开展内部

制评价和监督  

私募 金管理人最高权力机构对建立内部 制制度和维

持 效性 担最 任，经营层对内部 制制度的 效执

行 担 任    

 

第二章 目标和原则 

 

第四条  私募 金管理人内部 制总体目标是   



一 保证 私募 金相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  

二 防范经营风险，确保经营业 的稳健运行  

保障私募 金 产的 全 完整  

四 确保私募 金 私募 金管理人 和 他信息

真实 准确 完整 及时  

第五条  私募 金管理人内部 制应当 循以 原则   

一 全面性原则 内部 制应当覆盖包括各 业

各个部门和各 人员，并涵盖资金募集 投资研究 投资运

作 运营保障和信息披露等 要 节   

二 相互制 原则 组 结构应当权 明 相互制

 

执行 效原则 通过科学的内 手段和方法，建

立合理的内 程序，维 内 制度的 效执行  

四 独立性原则 各部门和岗位职 应当保持相对独

立， 金 产 管理人固 产 他 产的运作应当 离   

五 成本效益原则 以合理的成本 制达到最佳的内

部 制效果，内部 制 私募 金管理人的管理规模和员工

人数等方面相匹配，契合自身实际情况   

时性原则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定期评价内部

制的 效性，并随着 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和经营战略 方

针 理念等内外部 境的 化 步 时修改或完善  

 

第三章 基本要求 

 



第六条  私募 金管理人建立 实施 效的内部 制，

应当包括 列要素  

一 内部 境 包括经营理念和内 文化 治理结构

组 结构 人力资源政策和员工道德素质等，内部 境是实

施内部 制的 础  

二 风险评估 及时识别 系统 析经营活动中 内

部 制目标相关的风险，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  

制活动 据风险评估结果，采用相应的 制

措施，将风险 制在可 范围之内  

四 信息 沟通 及时 准确地收集 传递 内部

制相关的信息，确保信息在内部 企业 外部之间进行 效

沟通  

五 内部监督 对内部 制建设 实施情况进行周期

性监督检查，评价内部 制的 效性，发 内部 制缺陷或

因业 化导 内 需求 化的，应当及时 以改进 更

新  

第七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牢固树立合法合规经营的

理念和风险 制优先的意识， 从业人员的合规 风险意

识，营造合规经营的制度文化 境，保证管理人及 从业人

员诚实信用 勤 尽 恪尽职  

第八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 循 业化运营原则，

营业 清晰， 得 营 私募 金管理无关或存在利益

突的 他业  



第九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健全治理结构，防范

当关联交易 利益输 和内部人 制风险，保 投资者利益

和自身合法权益  

第十条  私募 金管理人组 结构应当体 职 明确

相互制 的原则，建立必要的防火墙制度 业 隔离制度，

各部门 合理及明确的授权 工，操作相互独立  

第十一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建立 效的人力资源管

理制度，健全激励 束机制，确保工作人员 备 岗位要求

相 应的职业操 和 业胜任能力  

私募 金管理人应 备 少 2 高 管理人员  

第十二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设置负 合规风 的高

管理人员 负 合规风 的高 管理人员，应当独立地履

行对内部 制监督 检查 评价 告和建议的职能，对因

失职渎职导 内部 制失效造成重大损失的，应 担相关

任  

第十三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

系，对内外部风险进行识别 评估和 析，及时防范和化解

风险   

第十四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建立科学严谨的业 操

作流程，利用部门 设 岗位 设 外包 托管等方式实

业 流程的 制  

第十五条  授权 制应当贯穿于私募 金管理人资金募

集 投资研究 投资运作 运营保障和信息披露等 要 节

的始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建立健全授权标准和程序，确

保授权制度的贯彻执行  



第十六条  私募 金管理人自行募集私募 金的，应设

置 效机制， 实保障募集结算资金 全 私募 金管理人

应当建立合格投资者 当性制度  

第十七条  私募 金管理人委托募集的，应当委托获得

中国证监会 金销售业 资格 成 中国证券投资 金业协

会 以 简称 中国 金业协会 会员的机构募集私募 金，

并制定募集机构 选制度， 实保障募集结算资金 全 确

保私募 金向合格投资者募集以及 相进行 募  

第十八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建立完善的 产 离制

度，私募 金 产 私募 金管理人固 产之间 私

募 金 产之间 私募 金 产和 他 产之间要实行独立

运作， 别 算  

第十九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防范

管理的各私募 金之间的利益输 和利益 突， 对待管

理的各私募 金，保 投资者利益  

第二十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建立健全投资业 制，

保证投资 策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符合 金合 所规定

的投资目标 投资范围 投资策略 投资组合和投资限制等

要求  

第二十一条  除 金合 另 定外，私募 金应当由

金托管人托管，私募 金管理人应建立健全私募 金托管

人 选制度， 实保障资金 全  

金合 定私募 金 进行托管的，私募 金管理人

应建立保障私募 金 产 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 机制  

第二十二条  私募 金管理人开展业 外包应制定相



应的风险管理框架及制度 私募 金管理人 据审慎经营原

则制定 业 外包实施规划，确定 经营水 相 宜的外

包活动范围  

第二十三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建立健全外包业

制，并 少每 开展一次全面的外包业 风险评估 在开展

业 外包的各个阶段，关注外包机构是否存在 外包服 相

突的业 ，以及外包机构是否采 效的隔离措施  

第二十四条  私募 金管理人自行 担信息 术和会

计 算等职能的，应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和会计系统，保证

信息 术和会计 算等的 利运行  

第二十五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披露

制，维 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保证向投资者 监管机构

及中国 金业协会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和

及时性，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二十六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保存私募 金内部

制活动等方面的信息及相关资料，确保信息的完整 续

准确和可追溯，保存期限自私募 金清算 之日起 得少

于 连违  

第二十七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对内部 制制度的执

行情况进行定期和 定期的检查 监督及评价，排查内部

制制度是否存在缺陷及实施中是否存在问题，并及时予以改

进，确保内部 制制度的 效执行  

 

第四章 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八条  中国 金业协会对私募 金管理人内部

制的建立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九条  私募 金管理人应当按照本指引要求制定

相关内部 制制度，并在中国 金业协会私募 金登记备案

系统填 及 传相关内部 制制度  

第三十条  中国 金业协会按照相关自律规则，对私

募 金管理人的人员 内部 制 业 活动及信息披露等合

规情况进行业 检查，业 检查可通过 场或非 场方式进

行，私募 金管理人及相关人员应予以配合  

第三十一条  私募 金管理人未按本指引建立健全内部

制，或内部 制存在重大缺陷，导 反相关法律法规及

自律规则的，中国 金业协会可以视情节轻重对私募 金管

理人及 要负 人采 书面警示 行业内通 批评 开谴

等措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指引由中国 金业协会负 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指引自 2违连6 2 连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