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分账核算业
务实施细则（试行）》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风
险审慎管理细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和《审慎管理细
则》）。《业务实施细则》就分账核算单元的建立、管理要求和自由贸易
账户的开立、账户资金使用给出了详细规定。《审慎管理细则》则规定了
分账核算单元的评估及验收、分账核算业务风险管理、资金异常流动监测
预警以及临时性管制措施。上述两项细则自 2014 年 5 月 22 日起实施。 

上述两细则的要点： 

根据《业务实施细则》，上海市金融机构需根据《审慎管理细则》建立内
部风险控制和分账核算管理机制，在其市一级机构建立自由贸易专用账户
核算体系(FTU)，通过为区内主体及境外机构开立的自由贸易账户（FTA），
提供投融资创新金融服务，即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 

金融机构开展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可以内部联行往来的方式，在其境内法
人机构开立人民币清算专用账户进行系统内和跨系统清算。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总部对该人民币清算专用账户的日末余额、月内日终累计净额和日余
额累计有严格的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验收其
系统合格后，方可提供自由贸易账户相关金融服务。 

对于符合条件的区内主体，则可以通过开立自由贸易账户实现资金流与境
外完全打通，而自由贸易账户内资金与境内区外实现有限渗透，具体包括： 

 
自由贸易账户开
户主体 

 在试验区内依法成立的企业（包括法人和非法人）
 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的法人和其他

组织驻试验区内机构 

 在试验区内工作，并由其区内工作单位向中国税务
机关代扣代缴一年以上所得税的中国公民 

自由贸易试验区系列 —— 
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细则和风险审慎管理细则出台 

 本期快讯讨论的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印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分账核算业务实施细则（试
行）》和《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风
险审慎管理细则（试行）》，
银总部发[2014]46号，2014
年5月21日发布 

第十四期  二零一四年六月 

中国税务快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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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境外身份证件、在试验区内工作一年以上、持
有中国境内就业许可证的境外（含港、澳、台地区）
自然人 

自由贸易账户的
使用 

 机构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
机构账户、自由贸易账户之间的资金可自由划转 

 机构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内（含试验区内）机构非自
由贸易账户之间产生的资金划转（含同名账户）应
以人民币进行，并视同跨境业务管理 

 同一企业自由贸易账户与自身在境内其他银行结
算账户之间，可办理以下业务项下的人民币资金划
转： 

 经常项下业务 

 偿还自身存续期超过 6 个月的上海市银行
业金融机构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新建投资、并购投资、增资等实业投资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规定的其他跨境交
易 

 自由贸易账户中的资金余额暂不纳入现行外债管
理 

 

毕马威观察  

《业务实施细则》和《审慎管理细则》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金融支持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中创新有利于风险管理账户体
系的政策框架已基本成型，对于政策已明确的领域可开始进入实践操作阶
段 。 

已明确的政策 

根据现行政策规定，试验区外企业需根据跨境资金的来源、用途及性质存
放于不同的账户，并按不同管理规定区分使用。根据此次细则已明确的政
策，在规则统一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下，金融机构可凭收付款指令为试验
区企业办理自由贸易账户内资金的跨境支付。这无疑将大幅提高区内主体
的资金使用效率和快捷程度。 

其次，此次政策通过同一企业账户间按规定渠道进行有限渗透的安排，体
现了风险可控原则下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如现行政策规定，外商投资企业
跨境人民币借款不得用于归还其境内金融机构的人民币贷款，这一定程度
限制了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境外资金的渠道。而《业务实施细则》则允许区
内主体可以自由贸易账户内资金，通过开立在贷款银行的同名账户，归还
存续期超过 6 个月的上海市金融机构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为外商投资企业
积极有效利用境内外的资金创造了更好的金融环境。 

为稳妥推进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上述两个细则规定自由贸易账户相关金
融服务以本币起步，6 个月后由人民银行和外汇局评估后择机启动外币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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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请企业注意的是，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分账核单元相关业务的展业管理
制度、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应急预案制度，在自评估的基础上，报送并由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组织专业评估。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验收其系
统合格后，方可提供自由贸易账户相关金融服务。同时，金融机构仍需遵
循“了解你的业务、了解你的客户、尽职调查”的展业三原则，为自由贸
易账户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尚待明确的政策 

现行政策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在中国境内使用应仅限于其经批
准的经营范围，一般不得用于股权投资。这使得广大无投资经营范围的普
通外商投资企业无法从境外筹集资金以完成境内的兼并收购业务。此次
《业务实施细则》将并购投资也纳入自由贸易账户资金向试验区外的有限
渗透范畴，但是否试验区内企业需具备投资的经营范围尚未作出明确规
定。 

此外，上述两个细则还为后续改革提供操作空间，即区内主体以及设立分
账核算单元的金融机构可通过开立自由贸易账户，按规定开展《意见》第
三部分的投融资汇兑创新及相关业务，包含非居民、居民个人在境内、境
外证券投资，区内企业的境外母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以
及试验区内企业按规定开展境外证券投资和境外衍生品投资业务等。这些
投融资汇兑创新业务涉及其他相关部门，具体实施仍尚待明确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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