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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换汇新政以强化外汇市场监管 

背景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颁布《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

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 3 号（以下简称“3 号

令”），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3 号令的颁布，体现了中国人民

银行对于强化外汇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洗钱等外汇违规违法行为、

坚决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稳定的决心。 

主要内容 

3 号令在规章层面明确了金融机构切实履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

务的新要求，帮助金融机构提高交易报告工作有效性，具体有如下方面

值得关注： 

调整大额交易报告范畴 

3 号令要求金融机构应当就以下大额交易，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报送大额交易报告： 

 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 5 万元以上（含 5 万元）、外币等值 1

万美元以上（含 1 万美元）的各种形式的现金收支。 

 非自然人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

外币等值 20 万美元以上（含 20 万美元）的款项划转。 

 自然人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

外币等值 10 万美元以上（含 10 万美元）的境内款项划转。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

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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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 20 万元以上（含 20 万元）、

外币等值 1 万美元以上（含 1 万美元）的跨境款项划转。 

扩大可疑交易报告的要求 

 报告基础：明确以“合理怀疑”为基础的报告。金融机构发现或者

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客户的资金或者（试图进行的）交易与洗钱、

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相关的，不论所涉资金金额或者资产价值大小，

应当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报告时间：确认可疑交易后，金融机构需在最迟不超过 5个工作日内

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优化内部管理措施 

 建立系统：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监测系

统，保障数据需求。 

 规范操作：规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内部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范。 

 实践指导：人民银行也将发布金融机构制定交易监测标准的相关指

引，指导金融机构做好建立健全交易监测标准、完善交易监测系统

等工作。 

毕马威观察 

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更深入预防、遏制洗钱等犯罪活动，通过 3 号令，要

求各金融机构切实提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的有效性。 

3 号令不涉及个人外汇管理政策的调整，每人等值 5 万美元的购汇年度

总额没有变化。但，新年伊始，我们就发现银行对于个人即使在年度总

额以内的购汇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操作流程，对个人购汇用途和预计用汇

时间进行了更详细的调查。这一举措可被视为银行为贯彻 3 号令，强化

了个人购汇真实性、合规性审核。银行已陆续就个人、企业购汇、对外

付汇方面实施全面的流程升级。 

面对金融机构日趋严格的外汇监管，境内个人和企业应做好准备，积极

应对，审核现有的购汇和对外付汇的流程、操作是否符合外汇管理条例、

外汇管理办法的规定，比如，境内个人从事境外有价证券交易（如参与

境外上市公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

定办理登记。 

根据银行的要求，从材料准备阶段到操作阶段，个人和企业应完善现有

的购汇及对外付汇流程，规避因操作不当所招致的风险（包括行政处罚、

刑事责任等）。 

同时，金融机构应该根据 3 号令的要求，优化内部管理措施，妥善完成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报告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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