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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的新办法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2012 年 2 月 20 日，国家外汇
管理局发布了汇发 [2012]7 号
取代汇综发 [2007]78 号，目的
是简化股权激励计划的登记
流程。

背景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于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颁布了汇发[2012]7
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7 号文”），并同时将汇综发[2007]78 号（“78
号文”）及汇综发[2008] 2 号（“2 号文”）废止。
7 号文的发布从实践的角度阐明了先前 78 号文中所规定的国家外汇管理局
就关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员工持股和认股期权计划等外汇登记及管
理操作要求所需的程序上的要求，同时进一步扩大了登记要求的覆盖面以
及加强了后期的监管措施。
增强程序要求的清晰度
7 号文除了正式公布了办理相关申请的表格（虽然该表格的简化版本在通
告 78 号文件发布后已经在实践中使用），同时将办理境内个人参与股权
激励计划的外汇登记所需的文件减少到以下五项：
1.
2.
3.

书面申请书
上市公司的相关公告证明股权激励计划的真实性的证明材料
境内公司授权境内代理机构办理的授权书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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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境内公司出具的个人与其雇佣或劳务关系属实的承诺函，包括个人
信息和所涉股权激励类型等
所在地外汇局要求提供的能够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其他文件

覆盖面的扩大
此次 7 号文的颁布，将境内个人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外汇登记要求的应用
范围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扩大，适用该管理条例的：

• “境内公司”是指境内注册的境外上市公司，境外上市公司在境内的分
支机构（含代表处）以及境外上市公司在境内的母公司，子公司或合
伙企业等机构。
• “境内个人”是指上述提到相关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员工，包括中国公民（含港澳台籍）及在中国居住满一年的外籍个
人。
• “股权激励计划”是指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期权计划，股票增值权计划，
限制性股票（单 位）计划，业绩股票（单位）计划，虚拟股票计划及
雇员购股权计划以及其他类别的计划。
监管和执行
新的通告同时又针对以下几方面加强了对办理相关外汇登记的执行力度
及后期监管：

•

境内机构应于每季度初三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
-

境内个人 参与境外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情况备案表；
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包括主要申请人或其代理人，以及计划运营
的变更。
境内机构，因股权激励计划到期，或因境外上市公司在境外证券市场
退市，境内公司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导致股权激励计划终止的，应在
计划中止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办理登记。

•

境内代理机构的开户银行应于每月初三个工作日内
-

汇报每月境内个人因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相关的外汇交易
总结及报送 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境内专用外
汇账户开立及关闭的情况

•

个人应对自有外汇资金参与的股权激励计划进行登记证明。

•

正式地要求公司对参与计划人员离职后所持权益的处理方法提供相关
方案。

毕马威观察
7号文看似减少了对办理境内个人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外汇登记所需的材
料，但对该外汇登记应用范围的扩大和后期的申报要求，毫无疑问地反映
了当局有意弥补旧规定下存在的一些漏洞，以及进一步加强后期监管的机
制从而有效地管理境内个人参与股权激励计划所需的外汇。
目前已推广或打算将股权激励计划推广至其境内公司的境外上市公司应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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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的股权激励（无论该激励是以现金或股份的形式发放）是否被归
纳在需要登记的范围内；并根据 78 号文的规定办理外汇登记或变更登
记。

•

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人员是否为境内个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
居民，以及在中国居住满一年的外籍个人）；并根据 78 号文的规定办
理相关的外汇登记或变更登记。

•

公司现有的内部机制；以确保能及时完成 7 号文中对专用外汇帐户开
立后的后继报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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