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
期数 P136/2011 – 2011 年 3 月 23 日

税务评论
作者：
上海
蒋颖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098
电子邮件：
vivjiang@deloitte.com.cn
任艳
经理
电话：+86 21 6141 1316
电子邮件：
yren@deloitte.com.cn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华北区
北京
吴嘉源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01
电子邮件：
kevng@deloitte.com.cn

中国税务
上海放宽对外支付代垫、分摊费用外汇管制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于 2010 年 12 月发布了上海汇发[2010]192 号文件（以
下简称“192 号文”），放宽了上海市境内机构对外支付服务贸易项下代垫、分摊费用
的外汇管制。该文件的实施有望为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支付提供便利。
背景
国家外汇管理局曾于 2004 年发布汇发[2004]62 号文件（即《关于跨国公司非贸易
售付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62 号文”），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境外
关联公司支付服务贸易项下代垫、分摊的有关费用（包括代垫的外籍员工工资、境
外商业保险费，海外差旅费；分摊的研发费、采购费等）。但 62 号文通常仅适用于
在中国境内已设立全球或区域性投资管理总部的跨国公司，一般企业往往无法享受
62 号文件所提供的便利。
直至 2010 年 8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才在汇发[2010]43 号文件（以下简称“43 号
文”）中明确提及，单一的外商投资企业或中资企业1也可按有关规定，向其境外关联
公司支付服务贸易项下垫付、分摊的费用。192 号文正是上海市分局在 43 号文基础
上制定的地方性操作细则。
192 号文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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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符合 62 号文规定的跨国公司可继续凭上海市分局出具的外汇核准件向银行直接办
理服务贸易项下代垫、分摊费用的购付汇手续以外，192 号文将其他企业分为以下
两种类型处理：

•

经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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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认定的外商投资研发中心

•

经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和上海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认定的上年度上海市外商投资先
进企业

•

经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认定的服务外包重点企业和服务贸易重点企业

•

中外资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

1

(1)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凭上海市分局出具的“备案表”向银行直接办理服务贸
易项下代垫、分摊的购付汇手续：

“单一的外商投资企业或中资企业”通常指除 62 号文所适用的跨国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

(2) 对于除上述以外的企业：
•

单笔金额在等值 10 万美元以下（含 10 万美元），直接在银行办理相关的购付汇手续；

•

单笔金额超过等值 10 万美元，经上海市分局审批获得售付汇核准件后向银行办理相关的购付汇手续。

评论
出于管理效率的考虑，在实务中境外关联企业往往为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垫付包括外籍员工的工资、保险费、差旅
费等在内的诸多费用；但由于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可能难以符合 64 号文中有关跨国公司的条件，从而使得相关费用无
法对外支付，导致企业在账面上累积大量应付未付的代垫款项。某些企业甚至以虚构交易的方式以解决付汇难题，更加
重了企业的税务负担与违规风险。
43 号文和 192 号文的出台无疑对上述难题的解决具有积极意义。上海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 192 号文的规定，向
上海市分局或外汇指定银行申请办理有关的备案及购付汇手续。据我们了解，上海以外的许多地区尚未出台类似的正式
文件；因此，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密切关注当地的实务动态，及时向其主管的外汇管理机关或外汇指定银行了解
43 号文在当地的操作细节，以便尽早完成境外代垫、分摊款项的支付。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办理购付汇手续时，仍须按规定向银行提交有关的资料。尤其在对外支付单笔金额在等值 3 万美
元以上的服务贸易款项时，企业须提供由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证明。因此，如果无法获得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证明，则
企业在对外支付服务贸易项下的代垫、分摊款项时仍会面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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