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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外汇政策最新调整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
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
[2012]59 号）

背景及毕马威观察
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于2012年11月19日发布了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
通知》（以下简称“59号通知”）。此项通知的发布，共取消了35
项行政审核，简化合并了14项行政审核，取消、缩减了大部分常规
性业务的事前核准，并将于2012年12月17日起开始实施。
总体而言，59号通知的推出，旨在管理环节方面进一步简政放权，提
升效率、节约成本， 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然而，企业仍需就所登记
项目提供相关资料， 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管理的限制并未有实质性突
破。
此外，政策调整后，银行将承担更多的合规性审核以及业务数据和
信息备案。由于各银行的风险态度及内控管理不同，在59号通知执
行初期，各银行受理业务的过程及要求可能差异较大。在风险控制
能力相对较弱、风险意识相对保守的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时，企业可
能需花费更长的时间办理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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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政策调整
此次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 取消外商直接投资相关账户开立、入账、结汇以及购付汇核准；取消
外商直接投资常规业务的境内外汇划转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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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简化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账户类型；简化资本金结汇管理程序；简
化外商投资企业验资询证及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程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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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企业的影响
核准制改为登记制
59 号通知改进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管理方式，将大部分业务从核准制改为
登记制，从以往：

•

企业向所在地外汇局提出申请；

•

外汇局出具相关核准件；

•

银行凭核准件办理具体业务，

改为：

•

企业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交相关资料；

•

外汇局利用“直接投资外汇业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直投系统”）
设定跨境资金流动及汇兑额度；

•

银行依据直投系统的登记信息为企业办理具体业务并在直投系统进行
业务数据备案；

•

外汇局利用直投系统的登记信息进行“非现场监管”。

然而在新政策下，企业仍需提交相关资料向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因此，
企业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应将59号通知附件的《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外汇业
务操作规程（外汇局版）》、《资本项目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银
行版）》作为操作指南。
简化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程序
59号通知出台以前，根据商资函[2011]1078号，外商投资性公司利用所投资
企业分配的利润用于境内再投资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及拟投资企业需分别
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再投资核准/验资询证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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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调整后，对于此类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拟投资企业在外汇局
办理再投资外汇信息登记后，即可由银行凭直投系统登记信息为其开立境
内再投资专用账户，并办理所涉资金的划转手续。
境外放款放宽
根据原汇发[2009]24号，境内企业仅可为其在境外合法设立的全资附属企
业或参股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政策调整后，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向其境外母
公司放款。同时，扩大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允许境内主体以国内外汇贷款
对外放款。在此情况下，境内子公司以放款的形式将其“未分配利润”提
供给境外母公司使用，境内子公司仅需就其获取的利息收入缴纳5%营业
税及25%企业所得税，从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推迟纳税的效果。
但59号通知仍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对外放款额度不得超过该境外母公司
享有的境内子公司应付股利与未分配利润之和。因此，对于尚处于亏损阶
段或微利阶段而现金富裕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依然缺乏有效的渠道将境
内闲余的现金融通予境外关联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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