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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准入条件放宽 
 

背景 

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2019年9月3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

令720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即

2019年9月30日起施行。 

毕马威就新外资保险管理条例和新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主要修订变化

在本文中进行了梳理，并就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开展银行和保险

业务可能面对的税务问题进行了探讨。 

主要内容 

新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主要变化包括： 

1. 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外资保险公司。此前外

国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保险类机构，发起设立方均为外国保险集团旗

下的同类型子公司。 

2. 取消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当“经营保险业务

30年以上”和“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的条件。 

3. 允许境外金融机构入股外资保险公司。 

 

 

 

第三十二期 二零一九年十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资保险公司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336

号，国务院令第720号

最新修订，以下简称

“新外资保险管理条

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资银行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78号，

国务院令第720号最新

修订，以下简称“新

外资银行管理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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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主要变化包括： 

1. 对于拟设外商独资银行的股东分行的股东、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外

方股东、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取消了“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

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的要求。 

2. 允许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时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和

外国银行分行，或者同时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 

3. 扩大了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的经营范围，

新增了经营范围“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以及“代

理收付款项”。 

4. 降低了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中国境内公民存款单次金额的限制性要求，

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的

定期存款（原规定为100万人民币）。 

5.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许可经营范围内的人民币业务，取消了需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要求。但仍然应当符合国务院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审慎性要求 。 

6. 要求外国银行分行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持

有一定比例的生息资产，取消了原来30%的比例要求，而将具体的

比例要求留待国务院银行业监管机构进行规定。 

7. 允许资本充足率持续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以及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外国银行，其分行不受“外国银行分

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

的比例不得低于8%。”规定的限制。 
 

毕马威观察 

此次条例的修订主要针对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机构在我国的市场准入、

业务范围（包括运营要求）以及监管程序等方面，取消股东总资产、

股东类型、经营业务年限等条件限制，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大

幅度提升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将会吸引更多外国金融机构来

华投资设立保险机构和银行。 

需要注意的是，在银行和保险领域对外开放的同时，监管和税务环境

依然复杂。在监管方面，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经营许可经营范围内的

人民币业务虽然取消了需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要求，

但仍然应当符合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审慎性要求。同时，

外国银行分行持有生息资产的比例留待国务院银行业监管机构做出具

体比例规定。对外资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降低的同时，对于其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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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可能意味着更严格的审慎监管环境。 

在税务方面，税收法规的适用在某些业务上仍然存在着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 

• 关联交易的定价。如何制定合理的关联方定价政策，对集团内相互

收费和从关联服务公司采购服务进行定价，从而降低因为关联方交

易定价不公允而被税务机关进行特别纳税调整的风险。特别是外资

保险公司分公司和外资银行分行特有的总机构管理费的中国税务处

理包括确定相关费用的分配比例；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的条件；为

总机构代扣代缴相关税收以及如何进行支付备案（服务费或特许权

使用费）等一系列问题，在实践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定。 

• 增值税是否适用于某些金融商品。例如，银行提供收益率高于普通

定期存款的存款产品。银行通过在一些产品中嵌套金融衍生品以期

望可以获得类似其他高风险金融工具的回报，同时银行又向投资者

提供类似普通存款的本金偿还担保，这种结构性存款是否应当视为

银行存款，从而对其产生的存款利息不征收增值税，还是应当认为

这些产品“收取固定利润或保底利润”，从而将其投资回报视为贷

款服务利息收入缴纳增值税。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要求将结构性存款纳入表内核

算可能让该事项的处理变得更为复杂。 

• 再保险业务的增值税免税问题。境内保险机构享受向境外保险公司

提供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免税待遇时，实践操作中如何合理安排境

外分入保费合同确保相关收入能够享受免税待遇。 

 

 



 

 

 
 
 
 

 

 

 
 

 

 

 
 

 

 

 

 

 

 
                                                                                                                                               

                                         并肩赋能 

税道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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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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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日益变

化，中国会以更大力度推进对外开放，毕马威将继续

密切关注相关政策，利用全球网络，协助外国金融机

构来华投资和拓展业务。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向外

国投资者提供协助： 

• 国内金融市场调研； 

• 交易并购； 

• 一站式金融机构设立咨询以及落地； 

• 战略转型，风险管理咨询； 

• 转移定价咨询（包括关联交易定价政策的制定和关

联交易安排建议）； 

• 中国税务咨询及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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