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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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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于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2]59 号，以下称“59 号通知”），对直接投资项下的外汇管理流程进行简
化。59 号通知取消或简化了包括外汇账户开立、投资资金划转等在内四十多项与境内
外投资相关的行政审核项目，并改由银行按规定直接办理。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流程
大幅简化的同时，境外投资者亦将从中受益。59 号通知自 2012 年 12 月 17 日起实
施。

全球企业税服务

59 号通知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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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消部分直接投资项下管理环节
•

取消直接投资相关账户开立、入账、结汇以及购付汇核准

电子邮件: vivjiang@deloitte.com.cn

•

取消直接投资常规业务的境内外汇划转核准

华北区

•

取消外国投资者境内合法所得再投资核准

•

取消减资验资询证

•

取消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的外汇登记及验资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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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松直接投资项下资金运用的限制
•

放宽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账户开立个数及异地开户限制

•

放宽直接投资项下异地购付汇限制

•

放宽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及放款主体资格限制，允许境内主体以国内外汇贷款对
外放款，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向其境外母公司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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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程序
•

简化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账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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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的外汇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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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外商投资企业验资询证手续

•

简化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外资外汇登记程序

•

改进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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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表格中，我们就 59 号通知所涵盖的一些重要条款进行了调整前后的政策比较。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与验资
原政策
境外投资者在境内银行开立专用外汇账户以支
付其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的前期费用
之前，须经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所在地外管局
事先核准。

59 号通知
开立前期费用外汇账户、外汇资本金账户无需
外管局核准，直接由银行通过外管局业务系统
登记信息办理开户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后须经外管局核准，方可开
立外汇资本金账户。

外汇账户开立

验资询证

一般不支持异地开立外汇资本金账户。通过限
制外汇资本金账户开户个数以及设定账户限额
的方式管理企业资本金流入。

取消异地开立外汇资本金账户的限制。以外商
投资企业资本金流入总额限制取代开户数量和
单个账户的流入额的限制。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向外管局提交有关验资询证
的纸质材料，得到外管局的书面回复后作为验
资询证的依据。外商投资企业减资时，会计师
事务所需向地方外管局进行询证。

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外管局业务系统提交电子申
请，凭外管局网上回函意见作为验资询证依
据。取消减资验资询证。

境内再投资
原政策

外国投资者
境内再投资

59 号通知

外国投资者以境内利润等合法所得再投资（增
加被投资企业注册资本或新设企业），以及被
投资企业将已登记外债转增注册资本，均须取
得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

取消外管核准要求。

无论由外国投资者还是外商投资性公司设立，
所有外商投资企业均须办理外汇登记手续。

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企业不再办理外汇
登记手续。外商投资性公司与外国投资者共同
出资的，被投资企业仍需办理外汇登记手续，
外商投资性公司视为中方股东登记。

外商投资性公司须经外管局核准后方可将外汇
投资款划转至所投资企业。

取消外汇投资款划拨核准，银行直接按规定审
核企业提交的真实性证明材料后，为其办理资
金境内划转手续，并在外管局相关业务系统中
及时备案。

外商投资性公
2
司 境内再投资

向中方收购股权
原政策
3

资产变现账户
开立与入账
（中方）

在银行办理资产变现账户开立，以及股权出售
外汇收入入账手续之前，均须经外管核准。

59 号通知
取消账户开立和资金入账核准，直接由银行根
据外管局业务系统登记信息办理相应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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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号通知明确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的有关业务可参照外商投资性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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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变现账户用于存放境内主体出售境内外股权、房地产等资产权益所得外汇。

原政策

收购中方股权
外资外汇登记
（外方）

外国投资者应在支付股权购买对价后，至出让
方所在地外管局办理外资外汇登记。

59 号通知
外国投资者采取从境外汇入形式支付全部股权
转让价款的，银行办理境内资产变现账户资金
入账备案后，外管局通过相关业务系统自动完
成出资确认登记。
采取非货币形式支付的，改由发生股权变更的
企业至所在地外管局申办出资确认登记。

向中方出售股权、房地产
原政策

59 号通知

对外支付股权
转让对价
（中方）

境内机构或个人购买外商投资企业外方股权，
对外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购付汇须经外管局核
准。

取消购付汇外管局核准，由银行根据外管局业
务系统登记信息直接办理购付汇手续。

对外支付境内
商品房出售价
款（外方的境
内机构）

境外机构在境内的分支、代表机构转让境内商
品房所得，须经外管局核准方可办理购付汇。

取消购付汇外管局核准，由银行审核相关材料
后直接办理购付汇手续。

境外放款
原政策
境外放款通常仅限于放款人在境外合法设立的
全资附属企业或参股企业。
境外借款人

对于在境内拥有行使区域投资管理职能成员企
业的外资跨国公司，其境内成员公司可向境外
成员放款，外汇放款余额不得超过其上一年度
对外国投资者已分配未汇出利润与外国投资者
按投资比例享有的企业未分配利润之和。

59 号通知
未对借款人身份作出明确限制。境内子公司可
向境外母公司放款，但放款金额不得超过境外
母公司享有的境内子公司应付股利与未分配利
润余额之和。

资本结汇
原政策

特殊结汇事项

外商投资企业确有真实结汇需求但不完全符合
资本金结汇管理规定的，银行审查后可办理特
殊结汇，但须将相应审核意见及企业申请资料
提交所在地外管局进行事前备案。

59 号通知
取消特殊结汇事项的外管局事前备案手续，银
行审查后直接办理结汇手续。

结语
59 号通知取消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多项行政审核项目，改由银行参照相关规定办理，并以外汇管理机构的相关业务系统
对外开放接口取代原纸质材料申报，无疑在降低社会成本、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值
得注意的是，该新政除旨在简化外汇管理流程之外，还设定了专门条款强调银行在办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业务的合规意识
和违规补救措施，表现出外汇管理部门在对管理程序进行优化的同时并未放弃监管，而是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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