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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境外放款与利润汇出外汇政策进一步放宽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
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的通知》，汇发[2014]2 号（以下
简称“2 号文”），2014 年 1 月
10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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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59 号文”），2012 年 11
月 19 日发布



《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9]24 号（以下简称“24 号文”），
2009 年 6 月 9 日发布

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发布了 2 号
文，就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规定作了进一步放宽。
对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而言，2 号文是个利好消息，该政策赋予境内
企业境外放款更多灵活性，同时为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遇到的现金截流
问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2 号文也改善了实际操作中支付中期股利难的问
题。
2 号文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放款额度和“合资格借款人”的放宽



2号文将借款人资格进一步扩展到包括与提供境外放款的境内企
业 “有股权关联关系”的境外企业。可以提供境外放款的“境内
企业”包括内资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



放款额度增加为提供放款境内企业所有者权益的30%。“所有者
权益”包括注册资金、留存收益和盈余公积；及



2号文将之前的境外放款“额度审批”程序改为“额度登记”程
序。

2. 利润汇出的放宽

2号文也简化了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管理：



等值5万美元（含）以下利润汇出，原则上可不再审核交易单证；



等值5万美元以上利润汇出，原则上可不再审核其财务审计报告
和验资报告；

© 2014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4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 中国外
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 "毕马威国际" )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取消本年度处置利润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付款企业最近一期财
务审计报告中属于外方股东“应付股利”和“未分配利润”合
计金额的限制。一定程度上，这将改善实际操作中难以支付中期
股利的问题。

外汇局境外放款相关政策概览
自2009年以来，外汇局逐步出台一系列文件以进一步深化资本项目外
汇管理改革，从而简化相关管理程序。下面表格通过对境外放款的相
关管理规定进行的总结和比较，显示出借款主体和放款额度逐渐放宽
的进程。
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规定发展和逐渐放宽过程
24 号文

放款人资格
借款人资格

放款额度

放款额度
有效期

59 号文

2 号文

境内企业（金融机构除外，包括境内外商投资企业）
境外合法设立的 外商投资企业的境
外母公司
全资附属企业或
参股企业

境内企业的境外
与其具有股权关
联关系的企业

 不得超过放款
人所有者权益
的 30%
 不得超过借款
人已办妥相关
登记手续的中
方协议投资额
 自获得外汇局
核准境外放款
额度之日起 2
年
 期限届满后可
申请展期

 不得超过放款
人的外国投资
者已分配未汇
出利润以及按
比例享有的未
分配利润之和

 不得超过放款
人所有者权益
的 30%

 同左

 取消 2 年有效使
用期限制
 可根据实际业
务需求向所在
地外汇局申请

毕马威观察
通过2号文，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额度将提升为其所有者权益的30%，
并且，如有需要超过此比例的，还可由放款人报当地外汇局按个案处
理，这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境外关联方提供额外的融资能
力。
2号文表面上允许与境内放款企业具有股权关联关系的境外企业成为
合资格的借款人。然而，2号文在对必要的“股权关联关系”未提出
明确的所有权比例要求，外汇局官方网站上将“股权关联关系”进
一步解释为“与其具有直接或间接持股关系的境外关联企业”，但
未对参股股权占比作出明确规定。实际操作中，境外关联企业可能
仅限于会计准则上所规定的母子公司和联营公司。
随着中国对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并朝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最终目标
努力前进，2号文的颁布在这些方面是一项积极发展。在实际操作中，
2号文应有助于加快外国投资者参与更灵活资本项目管理的步伐并实
现利润从中国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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