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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금융소비자 보호문제는 최근 연간 세계각국에서 모두 연구하고 있는 과제이

다 중국금융관리감독당국은 미국의 경험을 배워 4개의 금융소비자보호기구를

설치하였다 그러나 설립목적은 기구 설립이 아니라，금융소비자를 보호하고

금융시장의 건강한 발전을 촉진하기 위한 것이다.따라서，그 제도가 도입된

국가에서 원천국에서와 마찬가지로 제대로 운영될 수 있는지에 대한 비교연구

는 상당히 필요한 것이다 한국 역시 중국과 마찬가지로 2008 년 금융위기 이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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금융소비자보호기구제도를 도입하였다.제도 도입국가인 한국과 중국에 대하여

제도 도입과정에서의 장단점을 비교，검토하는 것은 한�중양국에 모두 적극적

인 의미가 었을 것이다，

이 논문은 제2장과 제3장에서 우선 한 중 양국의 금융법과 금융소비자보호기

구의 시스댐을 서술하기로 한다.한국의 금융법령은 주로 은행볍‘자본시장과 금

융투자업에 관한 법률，보험업법을 포함하고 있으며，금융소비자보호법은 이미

제정되어 심의 중에 었다 한국의 금융소비자보호기구는 주로 금융위원회，증권

선물위원회，금융감독원，금융소비자보호처를 포함한다.중국의 금융볍 시스템은

은행법，증권법，보험법으로 이루어진다 중국의 금융소비자보호기구는 금융시스

템의 분류에 따라 4개의 금융소비자보호국을 설치하였다 중국인민은행이 2013

5. "금융소비권익보호국‘’을설치하였고， 중국은행업감독관리위원회가 2012. 11

“소비자보호국”을설치하였으며，중국증권감독관리위원회가 2011. 11 “투자자보

호국”을 설치하였고， 중국보험감독관리위원회가 2011. 7 “보험소비자권익보호

국”을 설치하였다. 제4장에서는 한 중 양국의 금융소비자보호기구의 독립성과

홍보교육제도를 비교하고，장단점을 검토하며，창고의견을 제시하기로 한다.

주제어 .금융소비자， 금융투자상품， 금융투자업， 독립성，금융감독시스댐

1. 序

뼈훨金願間品的友展日漸多↑￥化、 夏쭉化， 金험때”며費좁))根害始유何題也日超Fα
重。就 I=þ圖的具{本|、리題末i井，金願消費者在 i正#交易中受到根害申 i좁根害뼈협

))中固人民 1&112013年뼈布的〈中圍A民뺨 f金廳빙짧X益{없f'If'i' 짧명꺼챔 (벼行))第四奈처金
탱뽀j힘費홈{故出líÊSi. 。金짧消費흉是指在'1':!J'À民共和固행 F석뼈핏、使用金없îJH성챔뽑的金밟F
品或接受金굶뾰m찌提供的金廳服종的自然A。옷千“金願體홈”的定X文敵參JII.[ 中l 郭판，“金
빼”며費좁之法律界定"(쏟*交減)，2010年8月第8期，54-57펴;[며l 管뼈1 “金밟消寶홈保
If'散ìQ;"，<후며얘技大뚱￥짧)，2010年第24卷第1期，56-57])(。햄려仁倚大후的成熙짧敎授>t
縣E되뼈옷文鳳낼行l!Jr'J뿔，횟JII.其끊文 I縣】“용予金챔뽀j명종용흉保If'法制定方向的쪽察"，<뼈事
法ilf줬〉第30卷第2몽 (201)) ，71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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협"'~없염*IHQ~ 융안혐 증용홉↑몽ìl'jl\~tt 앉해감

며，큼求合法合理的保 JI"也存在훨困職 10 xt金밟消費者的댐감F和救뻐不足努&:、승
打ili投資者的 fRli及性，jZ;就홉接影 n메到了金關市껴的健康용展。

金願相용立法며， R싶管方面的立法和金願消費홈保 tl" 方面的立法是뼈↑不同的
?얻어종，出용/현和立껴뿜不同。但굿ëìf2:是柳方面， 推持金廳 "$J:~的正常몫序和金願

fJl옷的健全性、 保JI"金願消費者的合法板益是最찢텀的， f껴JtjZ;- 팀的，就要考

I힐如何建立最{圭(optimum) 31金願잎贊休系。 在最佳없管#系下， ì9:立的 t凡혜才
能有效 i흐行，jJYf布的法수才能힘따中得到貴쩌해行。
中固金關 RE管~局 自2011 年起껴照美固 41接끊끊立 T 四↑金關消費좁保 tl"꺼l

*행)，井通j立行政立法在法律的털面上져“金밟消費者”作出 T 定 'X.61。후힘E딩的金顧
法和金願消費者備 PfJl:l~~ 了j졸m~되l직外金願市 J:~的훗化， 金關 !lk的健全향展，
在制定和 ia 置탐修改쨌緊。 xt 轉 E되和中固的金廳法和金醒消費좁保 tf'fM 잉的友展

fm~*j월行II較~jf究，可以겨閒固的立法↑凡옷和 ~jf究홈在完善金밟相훗立法， 改善

金敵消종용홈껴하P찌*성S;f提供 II較借앓的원料。
本文져中韓閒 E되的金願法뼈系和金廳消費者保 tf'fJlt 성的ì9:置f故職括性介紹， 然

E￥m뼈 E되立法삐~和金願市 t껴뻐핏提出[!)[善意JJ.!.。本文將按下列뼈序展升。 II
部分介紹轉固的金關法{후系和金밟消흉한좁{웠f'fJlt 성的ì9:置，m部分介招中圖的金
關法{本系和金밟消費홈保 tf'fJl 해的 ì9:置， N部分 II校縣中金밟消費좁保귀 "fJlf.성的
狼立性딛져金밟消費좁的宣{종敎育惜施， V옆ìt部分提出 t미며ì9:立最{圭金願밟管
{本系的凡펴意JJ.!.。

2) ~D'tt쳐2013햄月16日용生的光大 i또Jf.되.;It事件，中固的 i팀&뼈{풍#系如何@'F至今f法做出fiílìlW。
中E되i正밟승 xt光大的行켜定性켜“ F이幕交易" 井 xt엌事A和흙 If 人11'出51댐， {1J.是事情井末平
텅， 1용任人之-찌폐波E'Jtxtì 正잎승的 5!t며向法院提起 711fì싱，텀前i죠않有짧果 g

3) 最{짧쓸빼짜 ffJ\!돗中是否存 tt 웹홉得↑r疑的， i딛在文字表迷上휠휩 A거“最{圭")2;→用 i용용↑음필的，
可以쩌其 1À꺼是各界 xtz ￥뿌努力。

4) 쫓固的金없消費홈없 P局슨f2011年7J'l21日起升始닙作。
5) 2013年5月며固 A 民없行끊고 T'i섬밟消費재효保f 局"，2012年11月 'þ固뼈行뾰밟督촬理委점승 ì~
立7 “消費좁樹 P局"，2011年11月며固 i표했없督쯤理委 !JJ.융沒立 7 “投홈홈保lf局"，2011年7月中
멜椰밟督짧里委 !JJ.용ì~立了“애해윤消쯤홈lj/益%람P局”。

6) ì￥JlI.I뼈뾰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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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훌훌固金짧法#系和金룹훌消費홉保 iN1L옷的i융置

按 2조율方式分쫓可將轉固的金願~大休可分겨짧行~、 金關投윗~、 保않~三

훗。 7)jA땀휠t看， f~lm 始千 1878 年 日本在옳山끊立的日本第一固立짧行옳山支

行，金j願投資~始手 1943 年朝群션、督府뼈布的的 《朝解표했取引所수> ，保원~

始子 1891 年日本帝固生命保 j웬在햄固끊立的代理에 l狗。 各行~大#쯤 I켜T 日本려
쨌期、 1945 年至 .60年代故팀固家吹夏期、 70年代至 80年代설%急速友展期、 90年代

末金願危 tJl期和때 m年金없危↑凡E的↑짜夏友展期。8)下面將按짧行~、 윗本市껴和

金願投윗~、 保P효~、金願消費者保 :tF께l狗、 金願消費者保 :tF法案的 ß[m序分別 f댐
要介紹靜固的짧行法、 資本市껴和金騙投資~法律、 金願委 f5승ì~置等法律、 商

法第四篇 (保P융合同) 、保않~法、 金밟消費좁保 :tF法案的主要內容。 9)

1 韓固金顧法1*系
짧行法由 9章69奈及附삐해成， 第 1章ι연、IjJIj第2奈x1法奈며的相중좋用名 t리作出了

解繹，“짧行~"是指通i:t接收存款， 或友行有{介i正~及其他{責용i표귀，시不特定多
敬人)lt承:têi責종，以此等擔的윗金放出뾰款的行~。 “￥멍1T"是指有孤삐、 有*且.tJ(á인
2조홈짧行~的除햄固￥ 1명行10)之外的全部法 A。“商~金顧~종”是指大部分的接收
活期存款， 然J허용簽指的寶金 U用*i흘行期限1年以|직的옮款~종， 或꺼;超i立金빼委
텅승考[등存款연、觀簡定的最高뾰款限度， 期限 l年以上 3年以下的짧款~종。 “*期

7) 못-ftþ 뼈ι멸ÌÀ 꺼햄固的金顧;J!'分켜짧行;J!'、金敵投'ði~ι %해융;J!'、市民金없j띠四l'部分。정찬형，
최동준，금용재공저 r법학원금융볍J ，박영사，2009년，12연 창조(參凡 I縣l 져때亨、崔末
俊、金없載共著，<法￥1院金顧，It) ，협치;:~흉英1:1:. 2009年，12jJ[)。

8) 풍子n固金밟;J!'용展的具休땀훌1 정찬형 저，장진보 역，“한국금융법의연혁과 현황" r금융
볍연구」체9권 제1호，한국금융법학회，2012년，214-223 변 참조(參兄 [~~l 해때후著、짧珍
숲끊，“幹[휩金없法的땀흘홉及떠狀"<金없法冊줬〉第9卷第「융，首% 짧됩金j顧法풍용 2012
年，214-223jJ[) 。

9) 꿇子縣밍高때大햄인훗，t山亨敎授在其햄固짧뽀法à~1ff훌及￡찌j'!("CÞxtfN行法、f윤::$:市!m和金觸)!J융
;J!'法律、倒갚法有搬括↑生없j초，本文{又f얘Ilß三↑行뾰法律的名i司fO~띠줬핸園。

10) 相보予中됩的庸行中央없行IfR.룻的“中固人民없行"，ffij뿌“며固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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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願 ι종”是指將윗本金、뼈좁金和之外的짧*윗金、 鄭lU年以上的存款、 상司{責
췄或通 i立용行其他{責췄等擔的l5'1金用未않行趣호 1年輔멍的 f훈款~종。
짧行法第 5章第27奈채定了服行的~종행固。 ll) 轉固짧行法第 27奈2.2 第2款쩨定

了랩行在 i흐쯤附加파종7日前$z向金願委검승申根。 但옷子附加~종的具#핸固，

짧行法며沒有明뼈꽤定， 靜더~IM政t조i휴部在其용布的 《￥1멍行~종中附加~종泡固
指 'ft)( 第2009-18 융，金關委텃승， 2009.02.04.) 做了明示。 12)
轉固的 〈없本市t껴和金휩뾰용l5'1~法律 X 千2애7年8月3日뼈布2009年2月4日핏施，

其共由 10篇449 奈杓成， 內容皮大후富。 ì짖法며xt “金願投윗商品13)14)"和“金關投

11) 밟몹 l 接收存款、 定期存款或것行有 jfM正!jf及其他{貴종i正연。2효J~ 款或票提。 3本市、外市。
12) 其第2，3奈뺑定如下， 第2왔金없까옷때附 1JIl'!l'.종행[팀。金廳 tJl용可以 t조품下面뻐定的附加 '!l'.용。

j2';些'!l'.종뾰뼈其他않~需要取得 ÌÅ可、 i누可的，在取得 ìÀ可、 i쑤可的ÆE댐內효율ìi<'!l'.종。L jj용
~á~내묶i正或票섬경렀따 2 定期땀款。 3 有꺼 i正췄的投홈、1Jî出、{홉λ 、쫓出。但作켜쫓出밤象
的有 jfM正鄭R千商 j띠票裡뼈댐易票擔。 4. ì표!jf交易홉 ( ìi<1; 용己搬 αθ 年쫓施U的 〈윗本市t껴和金
밟投해 '!l'.法律〉代짤 )쨌定的 i正!jf'!l'.종中的 i正!jf的돗 λ 、쫓出，幹않 ìlE용的흉集和쫓出， 돗쫓
固{협、公慣~公司 jffl!jf，5 'f1回願중件的뼈#돗쫓。 6固”휩、싱렸的짧口돗훗。 7. t태k保付。 8
댐앓存款 (safeguard d악)()잉t) 9. j-tJ.'I[~j[付。 10. j-tJ명地方自治困休的옮풍。 11 企'!l'.했井的며
介 幹짧或 j-tJ몇。12. ii:念市的受 tE돗쫓 1 金市的代理댐좀， 金 ifi的돗쫓、 {홉찮、金子服 P 等相
옷的金밟뼈品的 m웅딛챔뽕。13 信用{등息服종，企'!l'.的쌀융、重組及듀金없相풋的 lS'ì힘和t까
助。 14 房地 f'ffií 홈。所租j중的f용地f'除下列 1홉l兄外.$1굉由金밟m옷휠흉更用， 需租f훌的面m要
c;훌接使用面 f~的1倍以內。 j) 因城市規 :'VI、城市景재等理由需要建뼈-定용敬以上처要件才能
取得建짧行政 i쑤可的，根提建짧行政 i쑤可不可避免的情{兄。2) 己설持有或租좀便用的房地 f'
中， 12ì!5'.ff'~j[l뼈、合井和얹율合理化停止、 짧小용 '!l'.J1J所等原因， 出f잉뽕0숫房地 f'的，出바房地
f'或至租 1좀合同解除H;j止ffií흘i꼈地 f'，15 代理뼈혐印 1t~j[λ 、椰 U彩票‘商品휴等， 金륨뾰R
옷쩌 :m:等的볕子系었， 1';;iïiJ!:옳及 ß'I벽、귀j物的「告。 16. m生뼈品。 17 벌子商 !lì及相용的 Ij';;
理支付， j';;理볕子 t까~JI.、ÌÅì正等相옷服쫓。 18 댐뽑、租f종되짧行'!l'.相옷的명子系統和앉件。 19
根提댐哈 '!l'.홉빼定的保않代理店 '!l'.종。20 根擔없行홉施行송第 13종第 l때規定， j-tJ里댐뽕짚융
金顧뼈얘金廳商品， j';;理稍뽕出口椰효法행定的出口郞효。 21 똥取 ijj付、홉付方式的멸子꼈市
等볕子支付方法的것行、 챔뽑和혐앓솔算。 22 受 tE딛集合投 !5'.fîJl뺨目했인-m~~뼈。 23 代行
llit몹〈었本市껴和金빼隨 '!l'.法律H현빠 !jf的股末登 lC，24 根침몹(!5'.ff'、값때jtìt 律〉달 〈住
'1::~裡{혔!jf流功化상司法) ，受 tE!5'.ff'뻐해 jt 좋 fl 상司等的流 1;1]化윗 f'的管理及앓 ì1"1좀!jf，25
(명工退休金支付保障法〉 뺑定的 i츠륨i훌休金'!l'.종， (附캠閒렷했法〉뼈定的옷子 'j1m保(폼!jf的
信표 '!l'.용。第3중“其他"l'F7ftD下쨌定。 金륨!RîJl옷륨 t조륭上~1 至25Jljj內容以外的뼈加뾰용， 需向
金밟委 !J'\승提交 !lJt.~ìtjtll 根益 f꺼째及其f며&쨌N料 ，Ejlì홉屬手없行 !lJt.~q，á~'f1加 j띠줬{끗定二다。

13) “金밟投!5'.f商品”是指，CD 本法中金敵投資商品是指以取傳 U효或며親 R失꺼텀的的金敵뼈品 1
효是힘 m在或是將 *á~ 特 lEH;jI"리，支付金뚫或앓 .!'z外的具有때 f"líjfl 置的 (以下엇져;“金技")
씬定。作거取得 tJl，켜 lïJi 得j츠NJI 利支 11"或 Iili.열支付的金1!'等的息節 (돗쫓추찢종용等/영1i1t송댐형
定的金飯除外) 有超퍼냉 1'fJifU며~j[며或能생쩌t 回的金뚫等的 ι연、짧(包括解씬手찢용等/연'JIt~
뼈定的金짧) 的 )x\않 (以下倚林“投혐性")。但以下各@除外。 1以縣됩 :f!tifi圓表示j的具有햄 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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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용ft15) "的定X具有뤘뼈#代的意 X。

在밟管핸園上， t꼈法在第 1奈채定“本法以많 j흉없本市場的金關童新和상平竟뽑，

保11'投資者， 健숲金關投 'a'f.'lJ!.的友展， 提升윗本市 IÞí的상正性、 {룹顆性和效率

性， 겨E힘民쯤洛的友展{故 E5힘t켜팀첸 (第l종) 0 Il上迷第 l奈提到了“資本市여”和
“金廳投윗 11('며↑大的擺;송， 將上 j것的第 1종和第 3쭉金願投資商品、 第 6奈金顧投

'a'f.'lJ!.合起宋解繹， ~f是 《資本市껴和金빼投 'a'f.'lJ!.法律) 짜金敵投윗 .'lJ!.的밟管햄固
所(빼~t융定， ~f是在“윗本市 Jm"和“金願投資~"中交易的“金願投윗商品”。 l6)

↑生的存款i正휴。2未授予受 fE人信狂때 F;i 分쨌限的염任受益↑'1(( 信 fE法第 42중，43종規定]的;i
分뼈除外) ，~上面φ規定的金짧뾰윗뼈品 f故以下E分。 l.ì표3'f" 2. tìï生商品， 2.1 !Jj內ID生商
品。2.2 !껴7fID生商品。 因篇帳所限本文不처金짧썼 'ii'i團品的-m子U↑生和i젖奈款再做i￥엌머解ì!i.，
i￥a田內容 1홉參쪽 [<j11짧珍숲， “햄，~되윗本市껴法系9'J之→ 金밟投홈商補魔念倚析" (金廳法
9iî>第79鎭， ~t京大풍金廳法冊줬띠心 1 中固金廳出版 11，2009年，229-앙3펴。

14) 햄固原 i正췄交易法第二奈핑取了列훨王 SI..，ì正췄包括固{웠、地方{종、{{tj，짧총別法律ì'i!立的法 A';I;，
行的뼈 3'f，상司{렸3'f、({t提特別法律많立的얘t:.A';I;，行的出'ii'iì正3'f、股票、外固法人友行的 i正3'f及
i正휴、受益 ì1E3'f、fJ1ì正等2101" !JI!ã的행本市 !Jj法第四奈 1，201>tì正3'f做了如下定 SI.. : ì正3'f.是指
:$:ooA 或外 E되A';I;，行的金융뾰í!'ii'i商品，其ã 投혐홈取得的同 a;j，除支付的金뚫等 Z 外，不再 ff.t有
任何名 g的j윌加支付X종 (但投얹좁在行使>t基뻐 'ii'iF 的돗했 t 形n'i.B인재利而ff.ttE!的支付X종除
外)，ì正ml&!lo下E分，CDf責용i正융、@持Æh 또3'f、@受益 j正흉、@:投f윤合同i正융、@힘랍솜合
i正3'f、(QJì1E3'f任管 i正3'f。第四 5R1001>t基6냉'ii'iF做7如下解잭， CB金顧投윗商品、 ~jj( 市 (包括
外E링jj(市)、(ID-~il 힘品、@信用危않、 @此外，作켜屬千自然、 좌에옳、쯤iíf等 i끼象的께ß~.依
提合理造열的方法， 能뺑算出或 i게꺼介其{M흩、利息il5、fEjliji的均可 fFt ，}基E냄'ii'iF 。

15) “金없投옆illé"是指 CD本法所 fB1l'J“金짧投'ii'iillé"是指以 ÐiJllllJ 짧 t，}텀的，使F엄持찢或反夏的方法A
事的下列行 illé" 1投혐돗쫓 illé" 2投資中介파。 3훌合投없 illé" 4投윗띠mr며~o 5代理投용파。 6
信 fEillé" ~本法所 f~的“投윗돗쫓j띠”是指，:b't: 몽以1훌]的名SI..，但以自己服 P ↓k事金밟投해商品
的돗훗、 i正3'fB'J용行 '~J1!iIí;I，或i正췄的ìJj힘推흉、ìJjí;l、承ìliìJJ!생겨홈illéli!:c퇴的行illé，，(W本法所쳐;
的“投었中介illé"是指， :b't 以i훌的名>é，以他A 的廠P!Á事金願投윗商品的핏쫓， 金敵 lJ)j윤뼈品
的ìAm성推흉 ìJj~ 、ìAI성承ìli，或 j;J'ì正3'f';l;，rT~~껴í;lB'JìJj뺨옳흉、ìAmí;l、ì)J!í;I承엽켜륨 illéli!:c팀a인ff
jι 。@本法所채 ;B'J“集合投'ii'iillé"是指以集合投 'ii'it，}홈뾰뻗固的lT~띠。C5J第@J멧所f~的“集合投111"
是指， 向2人以上推흉投윗， 不接受投 'ii'i홈或各基金管理主休的日常닐홈指示， )jj흉集的金뚫或
根꺼명(~되家!ilt政法〉第815RX'ïJE上的剩숫얹金， JlRj염、 ;i 分或以其他方式 j효률貝有 !ilti'뉘生Ifr{훌的
投엎었연， 其*홈果j깅屬予投'ii'i者或基金촬理 :tf<1'。但排除下列情形。 1根뼈 ι연!，t1t~앙等法律，以私
흉方式흉集、 j흐홈分配金뚫等， 投資홈 ι연、였在덮統〈앙~定B'J~r 융흉敬以下的。2根짧 ('ii'iF 流f;ij
化法律〉 第3奈뺑定的옆 F 流혀{tit:lt'j ，흉集、 i츠륨分配金뚫等的。 3 比外 1 考虎行 t，}B선 生Iilt和
投f융흉保IFB'Jι ‘要lí等， ι영、統송뼈定的↑옵形。(QJ本法所 f~的“投뿜때j可illé"是指 1 提供金關짧商
品的싸直或 >t金없投옆商品 1m行投없뻐 (처뼈훗、띠텀、取得 ;i分、取得 ;i分的方法、 썼量、
{ft格和 a;j期等的삐j뻐)的行~띠。(1)本法所 f~的‘쩌멍投'ii'i~띠”是指，j당멍投'ii'i좁>t金없~윗團品숲
部或←部分的 J'IJltIf，LR分各빼投 f용좁，흉虎投 'ii'i홈的 'ii'iF껴況和股 'ii'il3t히等，取得 ;i 分或以其他
方式 i츠율金빼햄品的行 illé，CID本法所 f~的“f읍fE~띠”是指!Á事信 fEl的行 illé。

16) 參考 「자본시장법 주석서 1 J ，한국증권법학회，박영사，2009년，9변([짧1 (윗本市껴法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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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固的 《商法) 第 4篇和 〈保않 ft法》 채定 7되保않~마相옷的 l칙容。 商法第 4篇

第 638 奈져保 P쇼合同做T 채定。 l7J (保웬 ft 法》 第 2奈 xt 딛保哈 ft 相풋的重要擺;않
i률行了채定。 18)

2. 金顧消費者保함 m~-金顧委貝울、 ìiE卷期貨委뭘승、 金짧뾰督院、

金顧消費者保휩며 '5lt

金廳委릿승和金밟밟督院根擔 〈金敵委려승 i융置等法徵 ì9:置。 ì갖法由 4章 71奈
해成， 第 1章던、떼，第 2章金願委검승， 第 3章金願밟督院， 第 4章朴 !Jllj和댐 !Jllj，ì짖
法第 l奈明뼈了立法텀的， ~~“ì9:置金關委릿승和金밟밟督院， 以많j흉金願 Fft 的先
j효化和金빼市껴的安定， 뼈立信用快序和상正的金밟交易慣行， 保 11"存款A 和投
資者等金願需要훔， 많j흉E휩民2조i휴友展켜텀的”。
下文倚要介招金廳委 53승， ì正혔委 f5 승、 金廳 E효督院、 金廳消費좁保 tI"ÎIt 的옮
뼈없f。

1) 金顧委멍용

*￥휴1) ，，~~되i도!ff;法렇승，博英t1:，2009年，9펴)。
17) “懶갚合同”是指션定펌事홈-方支{빽定的댐웬費，在其財?ε或生命或身休?융生不뼈定事故Bt，
처方支付 定]的保g짚金짧和其他짧予的合同。 保않合同分겨뼈훔뻐웰和 A身椰&。根뽕保않分火
!J<保않、 i츠輪保않、海上떠해융、貴任保댐、 汽후保않。 A身얘해효分生命애해효、iJí害椰융 (第665
奈至739奈)。

18) 1“椰鋼品”是指以保障危많처自的， íi;JíEJ.ti，업然것生的事件支付金짧O其{也的엄予，~j(取代 ift
的下yl념同 ((固民健康椰않〉 規定的健康保 P효，考l흰 〈庫f用댐앞法〉빼定的屬 1用郞융等빼P효
合同A的樹 F&:、要↑生和金없交易的慣tt .~J1f송míE的F히容除外)，))生6뉴保P융團品 료í.H
m定的以保障危 '~7JElá~ ，씬定 J.tA的生存或死亡支付金技和其他업予때取代 f애인合同。2) 根
홈倒갚商品 ι연m~m定的以保障危 P요꺼自的，찍定 J.t偶然事件 (下列第3) 뼈定的淚病、 {었좁
和看病除外 )jt生的根뽕 (包括不屬行合同上{좀종或法송上的不層行X종것生的根홈) 支付짧&
和其他업予니í(llJ1i~ift的合同。 3) 第3椰짚圖品 연J1f~îÆ定á~以保障危않 7J팀的，씬 i료J.tA的JJ;
病‘{치홈或짧此看病支付金뚫처n其他쌀予니j(Jlj(i~ift的合同。 2 “保댐~"是指되끼}理郞짚商品뼈옷
웅生的加 λ 椰&、 ~j(取郞윤쯤和支 it댐갱융金等~종的商%保않~、îVl害保~~和第 3保P펴。 3
“生命保P뾰”是指특끼}理生命뻐요햄品相옷 jt生]的加λ 郞요、收取椰요용和支 it껴밍갚金等的명않
~，4 “根홈짧;1-l~"是指되끼}理행훔保많商品뼈옷젖生的DOλ倒융、 ~j(Jlj(保않쯤和支付다밍&金等
的뼈해뾰。 5 “第3保않~"是指되끼}理第3f*1l總品相옷것生的加 λ 椰효、 ~í(取없 1갚費和支付保많
金等8성{없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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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밟委 fa승是 t없댐 〈政府땀;R、法X第2奈뺏定， ;#庸行金關政策、外E 까l풋的健
全性잎督、 金願 R효督iIé종，在 E힘종J설、理所l옳之下 i융立的， 1'FJ'J中央行政꺼L훗， J!l!.
立R흉仍所屬事용 (第3奈)。
〈金願委릿승ì~置等法律 X 第 17중、 18奈規定了金願委 f5승的 iIé종泡固。
金關委 1n쓸所햄事종如下
1. 특金험뽀政策和制度相옷的事햇。
2 되金願m옷잎督、 fh:훌、制載相갖的事 J]j。

3 金힘함'Il.* 的 i융立、合井、뿔;t#<- 풍ilé4쨌짧힐UD~조율等R야A可及 i쑤可的事項。
4‘특윗本市 Jm的管理、 밟督和뾰짜等相夫的事 J]j。

5 늑金顧中心地域껴인해成、 ;:jt展相옷的事 J]j。

6 딛以上 1至5事項相훗的法수及規定的制定、 修~j(和皮止。
7 날짧뽀5 外패종까혔안健￡生밟節성閒方、 多方ll(;!爛、 닫패ijct까f챔1없해彈때，
8 딛外 {[iIé종꺼l옷的健쉽生잎管相옷的事項。
9. 其他法律規定的由金願委뒀승管精的事 J]!o (第17종)
金願委텅승根擔本法和其他法수的뼈定， J;j金敵없督院的事종、 i흐홈、管理 i흉

行指뚱밟督， 'l3ì!ι 表決下列事項。
1. 承ìÁ金廳밟督院的章程핏更。
2 承ìÁ金敵 l\{I督院的預算決算。
3. 其他需指품、 뾰督金廳밟督院的必要事때。(第 18종)

2) iîE卷期貨委옵융

《金없委fa용 tg置等法律》 第19，23奈作7如下빼定。
根握本法或其他法승， ;선屬行下列iIé쭉在金願委려승內 i융置i正봤期않委 5i쓸。 191
1 洞좁윗本市껴的不상 lE交易。
2. 용子企 iIé슴ìt的基港和승 tt잎理的 iIé종。
3. 金願委 Ei승所籍 iIé종中， J;j子윗本市 im的管理、 Q효督和낌싶꽤等的主要事쩨的事

19) 金없委a없인副委åJj:혔任i正!jf.期 1!î委ßJ.승a、1委ßJ.1* (표휴期1!î委ßJ.승j츠율規삐第2奈第2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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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軍 ì:X。
4. 꺼7'íi'f本市 ffríl的밟督管理及뾰꽤等接受金關委 f5승委任的 ft 종。
5 其他法今願予 i正용期1it委릿승的 ft 종。(第 19종)。
i正췄期貨委릿승指블和밟督第 19奈체定的金願잎督院 b것ft종 (第23왔)。

3)金顧밟督院

겨T接受金願委텃승和 i正했期였委 fa승的指블밟督， 屬行 n金廳m풋的센훌잎
督 ft 종i융置金밟닮督院 ρ 金j願닮督院是 7ê'íi'f本特珠法 A( 第24奈)。
金험臨督院根擔本法和其他法 4")표行以下ft종
l.n 第38종채定]的各tJl夫的 ft 종和때연뼈況的샘훌。
2 依播前款채定 n샘흉옮果*밟몹本法和其{也法今않行制載。
3 向m밟居金敵委貝승和本法或其他法수 i요置的金廳委려승所樹凡옷的 ft종提供
支援。

4 此外，本法或其他法수뼈定金廳뾰督院庸行的 ft종。(第 37奈)。

接受金廳닮督院샘훌的께 L옷如下 :

1. 根握 〈짧行法}取得i쑤可않立的f~行。
2. {資本市껴和金행搬없 ft 法律〉채定的金빼投 'íi'fft좁、 i正했金敵상司、혔合金
힘뽀상司，股板代行公司。

3. {椰뾰法〉 채定的椰효公司。

4. {相효뼈홉짧行法〉채定的相효뼈홉 f~tT和中央승。
5. {信뾰f꺼同2且合法X 꽤定的 f음옮f싸同姐合和中央승。
6. {信f용융|、1金밟 ft 法Y 꽤定R해즘옮좋|、1金빼상司和義율信뾰상司。
7. {z!(fttJJ同姐合法@ 꽤定的 z!(t짜R行。
8. {水l'''ftt ，까同댐合法〉規定的水 Fftt ，께同姐合中央승的信用ft 部|‘]。
9 其他法今며 J;JlI.:定接受金굶臨督院샘좁的 m훗。
10 此外，其他金뼈 k和쯤륨딛짧뾰相했빠종， 엄찮송꽤定 B\때풋。(第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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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顧消짧좁保휩며r~

2012年5月金關뼈費좁保 J'?部1、l.b\ 金j關잎督院的뾰督샘훌 'üé종中分훔出未~홈抽
ì9:立7 金關消費홈保 J'?Jil 。金願消費者保 J'?Jil 是 tE彈化保 J'?金밟消費者的背景下

ig 立的， 훌屬金밟 Q효督院*管籍的港狼立 tJl갖。 'Ë 由뻗任金願敎育的金願敎育
局、 ;선채制消費좁쨌利:fE!i王V힘흉'üé종的信 i方뼈흉室合井而成。 金敵消費者↑몽:t?Jil

的*춤해是，金願뾰督院*下 ia 金關消費홈保 J'?JilK 金願消費홈保 J'?Jil* 下 i￡消

費훔保 J'?검、括局、*니*서洞解局、金願敎育局、 信 i方洞훌室， 消費者保 J'f'ι연、括局下

精四l'金敵消費훔{웠P室。 2이

金願消費홈保 J'f'Jil겨了옮金關消費홈提供 3:;11줬的휩助，千2010 年10月퓨始友行

了定期出版物 {F-Consumer Repαt} ，定期*行登載 xt消費者不利的金빼商品

潤좁和分析、 U힘解t니쇄案例、金願交易需注意事땐等|직容。 此外， 金願消費者保

힘"Jili 조引않了集困 t니써뼈解制度， {足i훌解決集며*니혀的立法工作， 保 J'f'末申i좁*니

써뼈解的消 tffd生金밟消費受書者。 在 ;:Jtf.\\!有xt 金願消費훔 F노生根害可能性的金願
상司或金밟商品 at，i혐j立 IX게짧服종 (SNS) 향布金騙消費者警뼈。 ìl金顧消費홈
警 f없조常登載在金願”며費者|‘lf뇨때站上。2))

A 以上 〈金廳委텃용 i융置等法律 X 的뺏定可以看出， 후훤固的金關밟督{本系是根

握ì~法律 i웅立金願委되승和金밟밟督院， 金關委 f5용 ì9:置tE[휩종/연￡里之下，金關
委m승內 ia 置 i正췄委f5쓸， 由金願委 f5승홉1)委mHê任 i正卷委텃승的委 m*。金
願밟督院接受金願委 f5승和 i正卷期1ir委Ei승1的指블和밟督。 金願잎督院*下 i융金

願消費者保 J'f'Jil ，其任종是保뺨金願消費홈、 U혀좁金醒消흉한案件、U혀解金廳*니
;jj，敎育金願消費홈。 E녕外)효里需要彈뼈的-펴是， 金링뽀잎督院的院*和金願

消費홈縣 F아的 Jil* 均由염엇승{王命。22)

20) 參풍縣됩金없消쯤홈保 lf'jQ~且2믹홈 [http://consumer.fss.or.kr/fss/consumer/participate/organi
za디on.jsp) ，2013年10月11日뻐1마

21) Naver때事常 iRi리典，[http/II떠ms.oaver.comlentry 띠m?d χId= 1539971&cid=487&categoryld
=1148】，2013年 10月11日퍼때。

22) 최재영， “금융소비자보호처 독험이 중심"([흙I崔載英 1 “金휩뼈費좁없PjQ以狼立力中心")，
(Newsway) ，2013.6.21.， [h때ν'news.newsway.co.kr/view.php?ud=2013062113584400043

8rrnd=20130621140704_l\Ol，2013年10月10日ìJ'j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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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廳消費者保휩며홉案

꿇子金願消費者%섬F 法案 'jjS在軍i씨中，本文只介紹其植架。
金밟消費좁保 rP法案由 t章均成。 第-章꺼息찌 Ij，영、때首先指出Tì졌法的텀

的，提出金願消費者、 金밟商品和金밟商品챔톰~的搬念和分훗。 以金顧商品的

危않性꺼基灌將金關 F'品分成保障性金밟商品、 投윗性金騙商品、 存款性金顧商

品、1쓸款性金願商品。
第二章簡立了金廳법費者{웠P的-般原 1J!1j，規定Tì없~信用原삐和랩훔 ~I 的高管、

흉H1Jl.á"ÆJ( 젠，j)(. 종，金랩힘며흉용결중的효냄뽀商品合同뼈휘~fJ1 ，￥법홉~á 爛害뼈쏠責 f王等。
第三章規定 7金醒網뽕~的홉~行꺼、 各뼈禁止行켜等金願~的共同行껴進

IJ!Ij。規定了各댐뽕~的홈~行꺼 Jîl!1J!1j，i경협뽕~分成頁接햄뽑、 代理銷혐、 ↑며

載、홈i句。
第四章以健全↑生꺼基뻐， F格뼈定了金願商品챔뿔~的 i쑤可和登 ìè，未설ÌÅ

可、i누可的禁止쯤홉金빼협뽕~。
第五章뺏定 7 事퇴椰 l澈휴手段， N따願了 Z따서1혜解힘備，提出具有法衛깐束力的

各뺑니%解決方案。 N며당찌存的짧뽀밟管꺼Ut]j~ì~置되金輔 1텀했옆니鋼￥決tJlt성。
第六章規定了金願협費者%람액많只和支援制度。制定各뼈옳化金햄때혐費者애강F꺼l能

的方案， 5.옳U웹了金輔며費홈的敎育、宣f놓等，껴支援自律짧野 ïl夫提供法律없몹。
第t章꽤定了잎督、 fft훌 1 制載， ￥m金願짧뽑~的 j월法行켜， 5옳뼈了金願委

1Jl.승的改正命수、 ~웰훔止、 取消 ÌÅ可까可椰멍， 引避了맴款制度。

川.中固金짧法椰系和金짧消훌좁保 if'tlL美的 i윷置

1. 中固金顧法#系

中固的金願法{후系在立法上仍推持훌分 ~Y표管的{후制햄架，시立法上看， 짧

行、 i正卷、保웬三↑行~各由 《짧行法@、 {ì正卷法@、 {{웹않法》規制， )2;-
펴특햄 E되윗本市:1:3./法돗施前的 tt況相同。 但핏P示上，멈從各金융뽀ψL 關開始銷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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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옳品時起中固金願市場 E形成了混 ftt 조홈的局面 231。 덤前， 'ftJ;f 各 ft 뼈混合

쯤흘的째~，t 24)뾰管핍局在原有的 f本制樞架上 i융立了“金 j願뾰쯤 f깨뼈部빠훨團승 i씨
制度”장)。앓子篇福所限， 下文省略中 E휩金願法#系部分， 1又↓k金 j願消費홈保 ;11" 的

角度考察-下며固金願消費좁얘해 f'tJG힌的ì~置何題。

2. 中固金顧消費者保휩며힘 l쫓的많置

1) 中固金顧消費홉保엉며뼈系的法律휩造及힘 l옷많置

팀前， 中圖~沒有統-的金願消費좁保 tf' 法， 딛金願消費者保 tf' 相夫的|직容散

在千相옷法律中， 形成了中固金願消費좁保 tf' 法律 f本系。 具{本到內容， 首先m提
$IJ的是 1993 年制定 2013 年 10 月修改的 〈消費者쨌益保 ;11" 法) ， i츠→法律뼈훌훌了全

部消費쨌域的消費者樹 '1"，但其量然 2조i호修改， f~存tEf~ 多不足 261，特別就金顧

消賽쨌域未 j井，其m~多 l、며題是力所不及的。 ￥m金밟쨌域， 按照行 ftf 며美分別

23) 2011햄月中固恨行 2IJ(lJ(ï'督管理委a용*布的 〈商2IJ(f밟理!iltF 品짧홉管理꺼홉Hf 是恨好á~Ø仔。
ì2';里需要 ì!l明的융관뺨이F 品是不保ìJE投Jl'i~해효，흉至不保ìJE~Í(回'*金的。

24) 中퇴的理ìí!:달핏종界쳐金廳消費홈밟 P相열 t也重 t'l!，相옷的Jijf왔成果뿌常추홉， Jijf究美固á~ìí!:文
有 !jj'Jill\lí，“쫓휩金顧없管的法律닐政策困局之反思"， {g:J固法뚱} ，2009年第3期，91-105
며，담家其，“美固的金敵消홈흉保îf'及其呂示" (옷꿰l大풀풍얘 (哲풍삼승科￥版)}，第44
卷第않행，2011年11月，83-8891 ; 숲先없，“맺巴되金敵뾰管改훌方案i꾸析" (Htìf) ，2009年
9→ 10月，54-56 며，冊줬英圍的 ìí!:文有 j';J뼈뼈 ，“옮迷英固金밟消費흉樹ff*系及xt我E휩金顧없管
的텀示"， (理ìí!:探ìt) ; lilf줬I!X盟的ìí!:文有王雄χ，“따盟金願消費흉保îf'的立法及덤示"
〈上海金廳)，2009年第11期，60-6391; 等等。햄[되法制lilf줬院的金明戰 t흉土 xt中됩的金j廳消
홈홈保 îf'制度有 i立*目풋않ìí，內容參 9ì.其ìí!:文 [뽑]“옷予金없消費홈保Jf'法律制度的考察"
〈뼈事法冊왔〉第29卷第4융 (2011) ，289-302 띠。

25) 2013年8月15日됩종隨뼈了 〈中固A 民짧行옷予金敵llil管t까洞îJl制I 作方案的 i홉示}，ìMJ<席웅
ìJI.制度由A 民없行~"'，승ìJl.JR좀fof王종由六멧쩌成。(-)쨌市政策딛金없lJ(ï管政策之|태的f까
潤 ;(二)金敵뾰管政策、法律法~Zl리的1M혜 ;(三)推1f'金顧穩定和防행化解 E域生系엇生金밟
JXWítá성Ij)뼈 ;(四)交又↑生金밟봐品、뽑市iliJ金없이新的↑뼈 (五)金敵信息共享和짧뽀빠콩合統
ìtf* 系的I1J뼈 ;(六)固용院交1J，á~其他事쩨。

26) 陣固文剛 9ì. 김준호，“중국소비자권익보호법개정의 의의 한국 소비자법제와의 비교 중심
으로" r법과 정책J ，제20권제1호，2014.3.30. 183면(金俊浩I챔I ，“中댐消費홈재益댐P용修
改的意5/.. - 以比흉혜固消費홈g律制度力다=1{/'， (法和政策)，第20集第1융，2014.3.30. ，183
퍼)。中圖文剛밍싹林， “옷子 〈消뽑홈잭益保 F法〉 修改的凡↑何題" (中固工商管
理冊혔) ，2013年第 8期， 19-2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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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998年制定的 {i또혔法)、1995年옮IJ定的 《댐않法}，2003年制定的 m~行 ft 밟
督管理法， ’以及各金 j廳행域的뾰管려局按照行 ft分쫓制定的各#行政채章和制
度。但是， 上迷的金願뾰管法律都是 JÁ金敵뾰管연局的角度制定的法律， ↓k金밟
消費좁角度制定的法律凡乎是 1'~白。
直得注意的是， 中固A 民眼行千 2013 年5月7日&布了 《中택人民랩行金關消費

tJ(益↑얽f'I 作管理꺼、法(試行)}，현一械中쳐 i융立“金빼消費tJ(益{람F局 "1'1'了
明購%定。 井且， )Z;/얘法首 l:A:1f立法 f콩面Lßt “金願消費者”作出了定X 。
$택的金願밟管경局按照金밟系 ffl的分쫓， 共i융立了四家金願消費훔保 tf'局。

2013年5月中固人民짧行 ì9:立了“金願消費재益保뺨局"， 2012年 11月中固짧行 ft 밟
督管理委 JJl.용ì9:立了“消費者댐 f펌"， 2011年 11月中 E휩i正췄뾰督管理委닮승 ì9:立T
“投윗者{챔P局"，2011年7月中固保않밟督管理委려승 i융lLT “保ß~.消費者쨌益保뺨
局”。價得 jìj흉、的是，)Z;四家金願消費者{웠f't凡해中，只有中固人民없行的“金밟消
寶板益樹 F局”是在有立法依握的前提下 i융立的。其숫三家的 i융立i죠沒有훌接的法
律依握， 只是 i켰tJl옷在 ì9:立消費者關맥凡狗팀向狂승大샀상규而 Bo 271

2) 中固A民짧行金顧消離益保뺨工作管理亦法

中固人民觸규 2013햄月 7日얘布了“金願消費뼈益樹 f'I1f 짧里꺼法 (넓1) "，
)Z;里只介紹其凡 .1-核J샘容， 然탐 ßt꺼法的냄 g分內容 i딴댐析。
“金願tJl해是指依法 ì9:立的↓k事金願 ft 各的짧行 ft 金밟 tJt:l잉、i正卷期liíft 金敵 tJl

tì:)、↑쩌효상司及其他保隱且2只(第3奈)。

金려뽀消費좁是指在中$A民共和固境|직뼈핏、使用金願 tJt:l잉댐뽕的金밟 F品或
接受金 j빼 tJlt뺨뭘共的金j願服종的自然人 (第4奈)。
金關消費爭 ìSl.是指金願消費좁되金 j밟 tJt:l성之때因뼈핏、 使用金願 F品或接受金

험뼈a종F生的뿜 ìSl. (第5奈)。

27) 得냄以上검없的 1'1<握是，通i立各 tM성쩌站않有tJGtlJìJt立ìMJ냐잉的法律根提，井且A公升的信息中
可以看出， ì짖金敵消費홈佛 FîIl빼융置前팀， tM성的ßjj 용A처媒休宣布成 Ji.7 或홈R띠경成立i젖金
없消’費홈없P빠껴。1환￥的tJ1.‘懶E置ß해엠§是，ì~tJ1.t성在庸行'1t종.Jmj풋a;j"，沒有↑음보的法律ft(t뿜
做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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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빼消흉햄R益꺼해fs'J主管部 fl 和主要工作
“中固A 民없行金願消費*얹효保t1'局是中固 A 民짧行金 j願消費板益保 t1'I 作的主

管部fl，(第8奈)。
中固 A 民眼行各댔分支↑凡해짚批堆 i융立本에H성金願消흉용Ì'JI益保 t1'部|‘]或指定相

풋部|‘lfft 責金願消費板益保 t1'工作， 圭要 I 作是 (-)根擔本끼}法制ìT精 E 內
金關消費板益保 t1'I 作돗施 2田1J!1j; (=) 잎督、 i￥f면精E 內金願 t凡均金關消費板
益保 t1'Ii1i ，必要 at 組*只fll!J:3J샘조훈、뼈홈 ; (三)在精 E 內升展金願消費者敎育
l 作，宣{좋金敵知iR，增彈金顧消費홈推 Ì'JI意 i只，提升其 ìR別金關 f' 品 }x\맘的能
力 ; (四)受理精 IRI칙中固A 民짧行法定맴責핸園內的金關消費者投 iff和涉及뽑
市t껴、路行 .'11é훗交又性金願 f' 品、服용的金願消費좁投 iff，姐~J(xt投 iff的分끼}、
햄;)]‘、督끼}，必要 at~且%쳐投m的圖흉和뼈解 ; (五)켜金願消費者提供힘 i힘服
종 ; (六)처群休性等重大金빼消費휩싸， 용同相풋部|‘l，提出따理意 1);1. ，井按

規定않行根告 ; (-t) 宰失本 Ì'Jlti，J相용맹能部 fl 推 ï;fj精 IRI칙金願消費뽑 iSl數챔!후

建i융，井껏責 .'11é종했握的日常推 t1'、統ìt和分析 ; UU 뼈흉、 冊究金關消費者

行켜特/멕; (九)指블、 考核下-級分支↑凡해金願消흉한쨌益保 t1'Ii1i; (十)中

固A 民짧行授板的其他멍能。 中固人民짧行各짧分支↑凡狗的其他 JIJ1、能部1‘l ，在法
定용P、責행固l칙配合本吸分支*따성的金願消종용Ì'JI益保 t1'部 fl 保힘i繹E 內金願消費홈
的*又益。(第9종)"

3) 金顧消費者保뺨局 i乎析

在四家金願消費者{웠 fi'Jlf 성中，只有A 民짧行的“金願消費쨌益껴하P局”有立法없
握，因此， iZ;!li 又就其|직容i혐죄/푸析。

(l) 金願消費좁{웠P局Ì'Jl옷i9:置되管뽑
中固的金밟밟管系統是根握分 .'11é~조율{本系i9:立的。 f~行、 i正흉、保P효等在其밟

管↑凡杓內部i융立了金없消費홈保뺨局。 但是新퓨것的金廳 f' 品恨多是뿜市 J:3J、뽑
行 .'11é쫓交又性金顧 f' 品和金關服종。 xtiZ;些新的金밟 f' 品、金밟服용的밟管以及
xt金願消費者的救뻐是原宋的金願밟管{本系 7ê法5일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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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짧行制定的 《金關消費쨌益保 tf'工作管理끼}法HP有利子上迷何題的解
決。 ì짖꺼法的J영、IJ!Ij며xt“金關tJl훗”、“金敵消費홈”、“金願消費*니써”分었미F出了定
'X.o 281但是텀前며固金願뾰管{本系中的四 l' 金願밟管 tJl옷 (人民眼行、짧行 ft없
督管理委닮승、 i正3fY효督管理委 Ei웅、保웬 EE督管理委 m승) 量然짧別有所훌
륨，但都束屬千固종院。 因此， A 民짧行根擔自 己빼布的 〈金밟消費쨌益保 tf'I
作管理方法} ，야理其효三↑ tJl풍的“뽑市껴、뽑行 ft 쫓交又性金關 F品、服쭉的
金廳消費홈投 ìff"며， x옮免出f!l!x法 tM혀、元法贊理的 f!l!象，在되其他三↑金顧消
費홈{웠P局的管籍용生交又 a;f，Ý뼈아理就是↑大何題。 2013年8月15日固各院批
夏T 由A 民짧行蛋*的“金願밟管 t;j}뼈部빠햄席울싸制度"， J츠-옮IJ度能帶未什 ι ，
是否읍E解}央콧院何용명앉았千JJ1I.望之中。

(2) 管籍

xt千管轉何웰， A民짧行용布的끼}法中，第20종規定 “涉及中固A民짧行各짧
分支 tJl杓相용맹能部分 ft 종的投 ìff，由相중 .JIR能部n않行洞解 "0 ~-빠定是 ìl
自己部n뼈解自己部 n쳐外용生的|可題，能否做到상표洞解， 首先在立法 ~P打7
折해。

(3) 뼈解和ìlfi상
A 民짧行的管理끼}法第12奈채定， “金廳消費좁틸金廳 tJlt잉휴生金廳消費횡 ì)[

a;f，原째上先向金關 tJl狗i용行投ìif。金關 tJlt성xt投 ì，lï:不予受理或在-定期限內不
予야理的� 向A 民짧行分支 m杓投 iR”，第27奈채定， “쯤며固A 民짧行各짧分支
tJlt성洞解不成的， 或者뼈解 t까i씨~生效팀x法 tA行的， 人民짧行各吸分支 tJl해@.
려明뼈告知投 ìifA，投ìifA可以根提法律法채的채定向有옷部 n申i좁↑매載或좁提
起ìlfi상。"
以上柳定中有“原빼上”、“先向”、“不予아理的”、“申i좁”、“洞解”等內容)효些

內容單純 .M.ì홈句上分析， 可以看作是到法院 :ìifì상的前提奈件， 那 ι 金騙消費홈是
否可以훌接向法隨앓려 m싱맴 ?直得xt此{뼈훌→步ìtìQ:。

281 參考本文的第“三，(':::)，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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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比뤘

金願 R효督和金밟消費홈保 tf'是而↑不同的擺念。 金힘뽀밟管法律是站在 'Mi:管홈的
立t~上， 1JX<J金關 tJl갖1;;施밟督管理而制定的法律， 金關消費홈保 tf' 法律是站在
金願消費홈的立쩍上， 겨金願消費者提供救뿜而옮 IJ定的法律。 金廳밟管 tJlt성和金
願消費者樹 f'tJl 해á~끊立宗릅、 管繹꺼1~팀、tA行手段等也是不同的。
명휩中P폐固的金關밟管{후系存在j~大E 別，햄固因 1997年的金밟危 tJl ，將짧行밟

督院、 i正3'f~효督院、保 P융뾰督院、信用管理基金四 1'tJl 杓統合겨金願委 fa 울，施
行 T 統一밟管。 而中固↓배홍架上看，j죠保持훨짧行 \[JJ.、i正3'f\[JJ.、保많 \[JJ.的分 \[JJ.밟
管模式， 但1;;!9fJ:.己짚是混 \[JJ.í조홈了，何題是至今 tt 沒有正式엇一的밟管 t凡杓。
每-ftþ 制度都有成誠其的土壞， 所 i몹“灌南JJ抽， r홉~t켜t只”많是如rJ:to 在ìtrε 如

何借꿇他固金 j願法和金廳消費者保 tNt;系설많之前， 首先m월明뼈了解自身{本系
的 l可짧所在， 然J듭才能해手않行整治。 며E휩恨快地參考美 E집껄않引i훌7金願消費
홈保 tf' 局制度영)，目前 JZ;- 制度在中 E힘的솟效性 tt 是價得商權的， 需要X<J린 IJ효的
JZ;一옮IJ度作出핏效性考察。 在此， 휠홈首先 bt.較m~~져固金廳消費좁保 tf'tJlt 성的
狼立性되 X<J金廳消費者的宣 f좋敎育擔施。

1. 金顧消費者保휩며m혐的뺑立性
金願消費者保 tf'tJlt 잉存在的最大何題많是他的狼立性。 在텀前的金願交易中，

딛金騙 tJl챔相 bt.，金밟消費者 !<1子렵努。 因此，只有金敵消費者保 tf'tJl 杓頁正的
網有了狼立性， 其才能排除 !<1子彈努的金願꺼 lfi1的千抗， 根f居金敵消費좁保 tf'法
律했힘 EE督{없P擔施， 頁正地{웠P金願交易中的弱者~~金빼消費홈1的利益。

2012 年햄固在金밟밟督院內 ì5l:置了金願消費者保 tf'!<1，消費홈保 tf'!<11'il.然ì5l:置

29) 쫓圖짧뽀 벼r費홈保 11"局 (united States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 형
屬쫓固財政部管$용， ï조費由美固~*춰~fì훌옳局提供， ßi責R요督管理 'íîìFlOOfZ.美元以上的美됩金顧
fJLI성。흉考美E휩金廳消쯤홈保11"局 f'JJ!ñ [http://www.consurn빼nance.govIl 2013年10月158
해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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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願잎督院內， 但是因겨金밟밟督院的院*和金敵消費者保 tf'Jlt 的Jlti，J성由J염、

統수홉接 if 命，)효↑￥的A事安排， 使行使쳐金願消費者保 tf'JIR能的金關消費좁保
tf'Jlt 딩行使 J1金밟 tJUi;JY표督管理JIR、能的金願닮督院 Jlt子同一行政位 Ilfr，使金험생消
費홈保 tf'Jlt 在屬行 JIR能Bt能陽頁正的站 tE金빼消費홈的立 t~J:.，排除不必要的千
挑， jZ;就大大增加了其狼立性。 需要 i見明的是，金願委텀승是政策制定 m옷，金
험뽀닮督院是닮督채行 tJl옷，金밟 Q효督院名X 上是民|司t凡해貝有밟察쨌， 但就其狼

立性而콤， mfiF켜“準民|‘뱀凡해"i효就，tE~뽀立性t打7 折to。
텀前中固已싶 ì~立7 四↑金願消費좁保 tNJl 해)효四 1-tJlt성都是在本m갖的內

部않立 t.융立的同 Bt井끊有뼈予其特別的쨌力， 井且시其씀해많置未看， 끊有存

在狼立性的法律佈握。 측좀좁ìÀ:꺼，在팀前中固金醒系統的樞架꺼分 ~H갚홉，g;꺼
混~H조홈的~*~下，m~녘參考햄固Z조많，~Pj重tt 提升金밟消費者保 tf'tJlt 잉行政吸
別，或 J:A高 f立tJlt성派f5薦f王金關消費좁保 tNJlt 성的行政*官的方式提高金밟消費
좁保 tNJlt 성的뾰立性。)효햄，강才能站在金願消흉한홈的立 t~上， tJ:t行金願消費者
保 tf'法律和政策。 要想ìl金願消費者保 tf' 꺼lt성흉正的屬行其 JIR、能，最찢的팀젠是
制定金願消費홈保 tf'法)현 i후法律將 i츠一tJU성J:A金願↑凡혜中分홉出未，ìl其以法
律麻予的뼈利屬行맹責。

2. 宣뽑敎育

￥tJ1 金顧消費者的宣{좋敎育是必要的。 딛縣固金밟消費者保 tf'Jlt 制定 7 期刊
{F -Consumer Repαt} 相~t，包括中固人民짧行 1的金밟消費板益備 P局在內的 4

↑金關消費홈保 tNJlt 성凡乎沒有 if 何핏院擔搬 ol。就此， 中固的金밟消費홈保 tf'
↑凡狗m켠參考靜 E딩的설짧，용行期刊， 겨金顧消費者提供有益信息， 在갱W\!有 J1
金關消費者 F生根害可能性的金願公司或金願商品 Bt，j현j立期刊和|쩌짧용布金밟
消費좁警根。 同뱀， 4↑金밟消費좁保 tNJU깅1m월完善自 己的 l쩌짧建 i&，在 l쩌站t
登載金願知 ì~，敎育普通金빼消費좁。

30) 中固A 民없行金밟消費쨌효밟 P局떠]l([httpιwww.pbc.gov.crν'publis 써1때rxfqy/때5l/índex ，h
띠11]上量然흉載 T <金밟JiDì~只普及 i훗本 띠014) ) ，但其凡乎않有任何용子金밟消費홈 ~O何클求
保함 á~9::ml1生內容， 2014年7月12日퍼[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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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웰iξ

~~固以金願危i'Jl겨쫓@i'Jl整合 TI 日的金願法律， 制定了 〈윗本市껴和金願 Jk投윗
Jk法律 X 和 〈金願委f5 승i융置等法律> ，形成了 以金願委점용겨核心， 以i正휴期
1!r委 f5승겨 Jk종指룡 i'Jl용 1 金협뽀뾰督院;낀채行i'Jl옷的金關盟管{*系，井且引 i흉美
固模式， ì9:立了金顧消費者保 J'?~l> X~察中固的金廳{本制，仍然是服行、 i正卷、
保않三↑行 Jk各有밟管 f凡풋，但 i2';三↑行 Jke~ 조7f始混 Jk~조홉，￥txti 효-局面，
j죠沒有能陽콧施統一밟督管理的밟管 i'Jl1성。量然딘얹 i융立7四l'金願消費홈保 J'?
i'Jl1성，但其훌 7ê1뽀立性可톰， 因此， 7ê法期待 i효-t 凡均能有所作켜。 欲解決 j효些
何題， 只有在끊立統-的밟管*凡혜的情況下， 才能解決混 Jk쯤홈中的밟管|可짧，
也只有↓k立法上簡保金關消費홈保 J'F:fJl狗狼立性的前提下， 才能 ìli효一쉬l均頁正
地향擇作用。

It較縣固和中固的金願法律， 在立法技木方面縣固明닮走在中固的前面。 但就

金關消費홈保 J'?i'Jl1성á~ì9:置上，햄E되量然提升 Tì컸i'Jl1성的{효쩌，但就其 .i'Jl1헤生mî
未看， 不能否 ÌÅ其 tt 存在훌狼立性何題。 只有將金밟消費者保 J'F:fJli성쩨I훈M.金願
뾰督↑凡狗中分훔出末，才能頁正돗 J~其ßt金願며費者的꺼해fJlR 읍E。
建立 j졸合自己固家的最佳金敵뾰管#系是各固改 i캘金願#系的目林。 ↓~&i효方

法上看有而쫓， 一是微찌的， ↓k쩨行的金밟밟管{本系中的特定部分友뼈꿇‘현， 然

팀改善之 ，二是宏짜的， 各固在 2009年E改善自身的金밟뾰管#系， 整理立法，

뿔換金關잎管模式。 3D

每↑固家都想建立造合自 己特↑正的最佳밟管f本系，建立最{圭밟管{*系8;j有下列
R젠1핏要素是必須考虎的。 首先JiÌ1곰考虎的是金願뾰管的담첸。 金願밟管的팀첸可

分三땐， 一是뼈保金願{本系的健全性和安숲性， 二是뼈保金願{本系在市 J:3J中的竟
휩力， 三是願合텀林相륨的잎管해略。)효其中， 金願잎管最重要的팀林是뼈保金

밟#系的健숲和安全。~초成此텀 i'jj;j변常是j重파完善金關法律옮 IJ度*3l<f.ill的。其&
Ji\J.멸考虎的是金廳밟管{本系 ßt金願 .ff境的훨化和 ßtJi\J. 能力。 텀前世界金關몫序的

3)) ì鋼內容參考 I陣I 安修뼈， (金顧‘觸홈樹T'á인金廳읍理 固빠해向되 lt앉分析)，第九ð:消
費홈政策 ìí):!2，2011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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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tt 是金願밟管何題已얹超越 T 固境，金빼 im品和服종的夏꽁多↑￥1生견E加快，井
且整 1-{本系的中心 lE在JA金願提供者向金願消費者뿔移)츠就需要金敵 Q표管{本系
중活造 8;j"地作出相 ii\ZìI혜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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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Korean-Chinese Financial Legal

System and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y

Zhang，Zhen-bao
Ph.D. 11밍Ú National University Law SchooI. Fund Assistant Professor.

Attomey at Law(Chùla)

The topic regarding the financial proteetion of consumers has been an
ongoing challengenge studied by many countries. The Chinese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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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gency utilised the American model to divide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y into four organization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agency
is to proteet the financial consumers and to suppcrt the financial growth of
the market. Thus it is vital to study and research the effeetiveness of the

impcrted system. This article is to explain how the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etion legal system and organization in Korea and China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pros and con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his can be
improved will also be discussed.

Key words financial consumer，financial investment produsts，financial
investments，independence，finance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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