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于2013年4月28日发布《外债登记管
理办法》的通知（“19号文”）。此项通知简化了外债登记管理环节，取消
了部分外债管理审批事项，除外债签约登记外，外债账户开立、资金结汇和
还本付息等均由外汇指定银行（以下简称“银行”）直接审核办理。据此，
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外债资金结汇的等待时间将大大缩短。 
 
由于今后银行将承担更多的合规性审核，而各银行受理外债结汇业务的过程
及文件要求可能差异较大，我们建议外商投资企业应保持与银行的沟通，充
分准备结汇资金用途的资料。 
 
19号文将于2013年5月13日起开始实施。 

主要政策调整 

1、具体规定完善细化 
 
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外债资金流入、使用的实际需求，19号文就以下操作层面
的规定予以完善细化： 

 
•     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到位情况，明确外商投资企业首次借用外债之

前，其外方股东至少已经完成第一期资本金的缴付；外商投资企业实际可
借用外债额度等于外方股东资本金到位比例乘以“投注差”。 
 

•     对企业未及时办理外债签约登记以及违规借入外债资金的情况，19号文给
予区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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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及时办理签约登记但尚未发生外债首次提款的，如能说明合理理
由，外汇局可按正常程序为其办理签约登记手续；  

- 未能办理签约登记且已发生外债提款的，企业需提交能够证明其已发
生对外债务的相关材料，外债登记部门将违规借入外债资金事项移交
外汇检查部门处理后，再办理外债补登记手续。其中，补登记金额仅
限于经核实已入账尚未偿还的债务余额。 

 
•     对借入的外债资金，企业除可以将其用于自身范围内的货物与服务贸易支

出外，还可用于符合规定的金融资产交易，包括： 
 
- 通过借新还旧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 
- 在其经营范围内，将借入的外债资金通过新建企业、购买境内外企业

股份等方式进行股权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19号文未取消结汇后人民币资金不能用于偿还境内金融机
构发放的人民币贷款的限制；且规定，除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外商投资小
额贷款公司外，外债资金不得用于放款。此规定意味着外商投资性公司借
入的外债资金亦不能转借给被投资公司使用。 
 

•     鉴于境内企业凭境外机构或个人提供的担保向境内银行申请贷款（“外保
内贷”）情况较为普遍，19号文对境内债务人提出如下要求： 
- 属于国家鼓励行业； 
- 过去三年内连续盈利； 
- 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 
- 企业的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15%； 
- 对外借款与对外担保余额之和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 
 
19号文重申因担保履约产生的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负债未偿本金余额与其
他外债合计超过“投注差”的，外汇局可先为其办理外债登记手续，再按
照超规模借用外债移交外汇检查部门办理。 

 
•     考虑实务操作中出现境外债权人豁免债务的情况，19号文明确了不同情形

的备案材料要求： 
- 减免债务本金和利息的，应提供债权人出具的豁免通知或其他相关证

明文件； 
- 债权转股权等债务重组，应提供境外债权人确认书，商务主管部门批

复文件； 
- 境内、外担保人代债务人履行债务偿还责任的，应提供担保人已经履

约的证明文件； 
- 通过债务人境外账户偿还债务和利息的，应提供境外支付证明材料。 

 
2、取消外债资金结汇审批 
 
19号文取消了外债资金结汇的审批事项，将审核权限下放给银行，规定债务
人结汇以根据实际需要，持相关文件直接到银行办理。同时，将结汇所得人
民币资金划转给收款人的期限由之前的2个工作日延长至5个工作日。结汇后
的人民币资金不能用于偿还境内金融机构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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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醒注意的是，19号文强调银行在审核外债资金结汇申请时，应基于其自
身对客户的了解、债务人申明的资金用途类型以及结汇金额的大小，合理确
定债务人应当提供的资金用途证明文件范围和数量。 

毕马威观察 

此次政策调整后，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外债资金结汇的等待时间将大大缩短。
但另一方面，银行将承担更多的合规性审核，并承担外债资金结汇不符合政
策的风险。由于各银行的风险态度及内控管理不同，在19号文执行初期，各
银行受理外债结汇业务的过程及文件要求可能差异较大。建议外商投资企业
应保持与银行的沟通，充分准备结汇资金用途的资料，以期为不同交易事项
合理安排资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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