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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宁先生于2006年加入普华永道，拥有13年工作经验。

薛宁先生先供职于外资商务咨询服务小组，提供中国法规咨询与实施服务，服务项目包括市场准入咨

询、在华设立企业、外汇解决方案、重组业务方案等。在此过程中，薛宁先生十分熟悉中国的外商投

资环境与法规体系，在实务上拥有丰富的经验，曾协助不同行业的客户构架其在中国的运营结构。

其后，薛宁先生多为跨国企业及中国本土企业提供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服务，涉及医药医疗、民办教

育、高科技、奢侈品零售、食品及农产品、金融及相关机构、非盈利组织等行业，服务内容涵盖跨国

经营活动、税务申报审阅、并购及税务尽职调查、企业重组中的税收筹划与落地实施、境外间接股权

转让等日常经营和投资活动中涉及的税务咨询、税务风险管理和涉税案件处理。

在多年的工作中，薛宁先生与国家和地方的审批和登记机关以及主要的行业主管部门，如商务部、国

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薛宁先生也曾多次协助客户与中国政府部

门加强沟通、促进关系。

薛宁先生近年来在外汇和跨境资金管理领域有所钻研，为多家客户的外汇业务和跨境资金调拨问题提

供建议，并在外汇管理和资金出境审批方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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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
资本金境内股权投资限制



PwC

政策沿革

2008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境内股权投资；
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购买非自用境内房地产以及证券投资；
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境内股权投资应当经外汇局核准后才可办理。

2012 取消部分直接投资项下管理环节；
进一步简化现有管理程序；放松直接投资项下资金运用的限制。

2013 进一步明确了外汇登记事项；简化了外汇手续的管理操作流程；
强化了外商直接投资项下资金流出入的统计监测。

取消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核准；
实行外国投资者货币出资入账登记；
取消境外再投资外汇备案；
取消直接投资外汇年检，改为存量权益登记。

2015

汇综发[2008]142号
（已失效）

汇发[2012]59号
（被汇发[2015]20号和汇发[2018]17号修订）

汇发[2013]21号
（被汇发[2018]17号修订）

汇发[2015]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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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沿革（续）

2015-2016 外汇资本金及结汇资金使用适用“负面清单”管理；
允许使用结汇人民币资金开展境内股权投资。
意愿结汇

2019.07.12 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针对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
可按实际投资规模将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或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境内股权投资。

2019.07.22 广东自贸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试点：针对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
可按实际投资规模将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或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用于境内股权投资。

允许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在不违反现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
清单）且境内所投项目真实、合规的前提下，依法以资本金进行境内股权投
资。

2019.10.25

汇发[2015]19号、汇发[2016]16号

上海汇发〔2019〕62 号

深外管〔2019〕19 号

汇发〔2019〕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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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点

与上海自贸区4.0版政策的区别
未来期待的进一步改革方向

实践中如何理解和掌握“真实合规”
银行的操作口径

没有放开资本金的其他用途限制，譬如资本金
仍不得用于经营范围外的支出，不得用于投资
非自用房地产等。

外汇资金使用的放宽并不意味着对外资负面清单
管理的放宽；
对于负面清单中对外资准入有限制的行业，
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依旧不能用资本金进行
投资或收购

政策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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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划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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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划转路径

• 原币划转

被投资主体应按规定办理
接收境内再投资登记并开
立资本金账户接收资金，
无需办理货币出资入账登
记

• 外汇资本金结汇

被投资主体应按规定办理
接收境内再投资登记并开
立“资本项目-结汇待支
付账户”接收相应资金

外商投资性公司与非投资
性外商投资企业的比较

• 原币划转

如使用原币划转进行再投
资，外商投资性公司与非
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的资
金流路径和再投资信息登
记的适用一致

• 外汇资本金结汇

如使用结汇人民币进行新
设再投资或并购再投资，
资金流路径有明显的差异，
参考右图。

境外投资人

非投资性外
商投资企业

新设公司

境外账户

资本金账户
（外币）

结汇待支付账
户（人民币）

结汇待支付账
户

外汇资
本金 意愿结汇

股权转让款

股权出让方
公司

注资

结汇待支付账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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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境内股权投资限制的应用思考
- 投融资新思路

• CHC优势在哪里

• CHC设立门槛较高，且实践中对于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带有“投资”字眼
的限制

• 适时重新审视外国公司在华投资架构，探索最有利的持股架构安排和重组路
径

外商投资性公司架构(CHC)的优势弱化

• 特殊行业国内股权架构设计更加灵活多样，有机会兼顾到企业多方面的诉求

股权架构设计更加灵活多样

9



改革企业外债登记管理模式
（试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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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外债管理模式——政策解读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模式：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资本或净资产*跨境融资杠
杆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资本或净资产：企业按净资产计
跨境融资杠杆率：企业为2
宏观审慎调节参数：1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Σ本外币跨境融资余额*期限风
险转换因子*类别风险转换因子+Σ外币跨境融资余额*汇
率风险折算因子

期限因子1年以上为1，一年以下为1.5

类别因子为1

汇率因子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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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注差”模式：

企业借用的短期外债余额和长期外债发生额之和不得超
过投注差，即投资总额减注册资本的差额。

企业进行额度登
记时选择哪一种
方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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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外债管理模式——登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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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额度控制/选择

2. 签约登记

3. 开户

4. 提款

5. 结汇

6. 还本付息

7. 注销

银行办理

目前仍为
逐笔登记

外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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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点

• 非银行债务人可到其所属外汇分局（外汇管理部）辖内银行直接办理符合条件的外债
注销登记。取消非银行债务人办理外债注销登记业务的时间限定。

取消非银行债务人需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注销登记管理要求

• 试点地区非金融企业可按净资产2倍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登记，非金融企业可在
登记金额内自行借入外债资金，直接在银行办理资金汇出入和结购汇等手续，并按规
定办理国际收支申报。

试点取消非金融企业外债逐笔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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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港资企业的影响

14

外债额度管理模式的比较和选择

外债逐笔登记或是利用试点政策做“上限登记”

全口径模式下外债额度的年度监管和维护

关注资本弱化的税务影响



与结汇相关的其他便利化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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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汇相关的其他便利化政策

• 取消境内资产变现账户资金结汇使用限制。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境内股权
出让方接收外国投资者股权转让对价款时，可凭相关业务登记凭证直接
在银行办理账户开立、资金汇入和结汇使用手续。

放宽资本项目外汇资金结汇使用限制

• 允许试点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将资本金、外债和境外上市等资本项下收
入用于境内支付时，无需事前向银行逐笔提供真实性证明材料，其资金
使用应当真实合规，并符合现行资本项目收入使用管理规定。

扩大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

16



A股上市公司减持资金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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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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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证券
资金账户

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
（NRA账户）

汇出

再投资

•可在证券公司开立一个A股证券资金账户，并经上市公司注册地商业银行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请核
准后开立一个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外资股东应在减持或分红所得资金划至证券账户当日，将上述资金划入其
存款账户。境内银行为境外机构开立外汇账户时，应当在外汇账户前统一标注NRA（NON-RESIDENT 
ACCOUNT），即NRA＋外汇账户号码。

A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所涉账户

•存款账户收入范围是：从证券账户划入的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分红所得资金，以及经外汇局批准的其他收入；
支出范围是：支付境内税费，分红派息所得资金购汇汇往境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所得资金经外汇局批准购汇
汇往境外，以及经外汇局批准的其他支出。

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NRA账户）收支范围及用途

当日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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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流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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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证券
资金账户

人民币临时存款账户
（NRA账户）

汇出

再投资

 A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资金汇出

当日汇入

• 办理材料

外资股东书面申请（含证券账户和存款账户开立情况说
明）

资金来源的有效凭证

有关税务备案表或完税证明文件

办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或委托授权书

A股上市公司FDI（减持A股）《业务登记凭证》

要求提供的补充材料

• 办理地点

向上市公司注册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注册地外汇局）申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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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流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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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大宗交易（block trade）将A股上
市公司股份处置给国内买方，该如何处理？
痛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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