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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经营即期结售汇业务 01
申请停办即期结售汇业务 02
变更即期结售汇业务备案 03
代客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备案（远期、外汇掉期、货币掉期、期权） 04
合作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备案 05
结售汇业务综合头寸限额核定 06
结售汇业务综合头寸限额调整 07
银行资本金（或营运资金）本外币转换 08
代债务人结售汇 09
申请从成都海关所属口岸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 10
申请从其他直属海关口岸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 11
《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证明文件》使用情况备案 12
外币调钞银行变更签章样本和有权签字人签字样本备案 13
申请办理新台币兑换业务 14
申请使用外币兑换机办理外币兑换业务 15
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接入审核 16

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开办外汇业务 01
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开办外汇业务 02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开办外汇业务 03
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和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扩大外汇业务 04
保险经营机构重新核准外汇业务 05
保险经营机构申请终止经营外汇业务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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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营机构开立外汇经营账户 07
保险经营机构开立境外外汇账户 08
保险经纪公司经常项目外汇账户 09
保险代理公司经常项目外汇账户 10
保险经营机构的外汇资金运用账户 11
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筹建期开立临时账户 12
保险公司（法人机构）申请开办外汇业务时购买外汇资本金 13
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外汇资本金结汇 14
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将人民币资本金（营运资金）兑换
为外汇资本金（营运资金）

15

证券公司经营外汇业务资格审批 01
证券公司更换外汇经营许可证审批 02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开展即期结售汇业务准入的审批 03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终止即期结售汇业务资格审批 04
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外汇利润结汇核准 05
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外汇营运资金汇兑核准 06
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外汇资本金结汇核准 07
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外汇资本金账户开立核准 08
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方股东减（撤）资购付汇核准 09
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方股东利润境内再投资（增资）核准 10
非银行金融机构中方股东受让外方股权购付汇核准 11
非银行金融机构中方股东向外方股东转让股权结汇核准 12

设立外币代兑机构备案 01
终止外币代兑业务协议备案 02
申请独立法人特许机构进入筹备期 01
申请省级特许分支机构进入筹备期 02
申请省内异地新增特许分支机构进入筹备期 03
申请新增同城网点进入筹备期 04
申请筹备延期 05
申请正式开办业务 06
申请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特许业务的资格 07
申请出具跨省区新增分支机构无异议函 08
申请开立备付金账户 09
申请外汇资本金结汇为备付金使用 10
挂牌币种报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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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系统内调剂备付金和省内特许机构件调剂备付金 12
申请未规定的备付金调剂渠道方式 13
首次申领兑换特许证 14
变更名称及其他应事前备案的变更事项 15
申请换发兑换特许证 16
申请经营新台币兑换业务 17
申请经营电子旅行支票代售及兑回业务 18
申请使用外币兑换机办理外币兑换业务 19
申请创新业务 20
报表报送人员备案 21
开立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 01
主办企业首次申请集中外债额度 02
开户银行变更备案 03
主办企业、成员企业变更备案 04
成员企业、主办企业外债和对外放款额度、业务种类变更备案 05

名录登记 01
B类企业90天以上延期收款登记 02
B类企业90天以上延期付款登记 03
B 类企业超可收汇额度的贸易外汇收入登记 04
B类企业超可付汇额度的贸易外汇支出登记 05
B类企业超比例转口贸易收支登记 06
B类企业超期限转口贸易收支登记 07
C类企业贸易外汇收入登记 08
C类企业贸易外汇支出登记 09
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收入登记 10
超期限或无法原路退汇支付登记 11
待核查账户的资金结汇或划出登记 12
货物贸易出口收入存放境外开户登记 13
服务贸易收入存放境外开户登记 14
其他业务登记 15
非贸易外币现钞结汇 16
《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的签发 17
等值1万美元以上《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的签发 18
前期费用基本信息登记 01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信息登记 02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
营业务管理

企业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经营机构管理营
结
售
汇
业
务
管
理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信息登记 03
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信息登记变更、注销 04
接收境内再投资基本信息登记、变更 05
开立外汇保证金等其他账户的主体基本信息登记、变更 06
外国投资者货币出资确认登记 07
外国投资者非货币出资确认登记 08
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 09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登记 01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 02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变更登记 03
境外再投资外汇备案 04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清算登记 05
境内机构境外放款额度登记 06
境内机构境外放款额度变更与注销登记 07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 08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变更登记 09
特殊目的公司项下境内个人购付汇核准 10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注销登记 11
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外汇补登记 12
金融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核准 01
非金融机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核准 02
非银行债务人办理外债签约登记 03
境内机构外债注销 04
非银行债务人办理非资金划转类提款备案 05
非银行债务人办理非资金划转类还本付息备案 06
境内机构担保登记（内保外贷） 07
境内机构担保履约（外保内贷） 08
境内机构担保注销 09
A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或分红派息资金境内再投资核准 01
A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资金汇出核准 02
境外上市公司境外上市登记 03
境外上市公司境内股东持股登记 04
境外上市公司境外上市变更登记 05
境外上市公司境内股东持股变更登记 06
境外上市公司境外募集资金结汇核准 07
中央企业境外金融衍生业务外汇登记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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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境外金融衍生业务外汇登记变更 09
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外汇登记 10
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外汇登记变更及注销登记 11
上市公司回购B股股份购汇额度审核 12

《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的签发 01
等值1万美元以上《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的签发 02
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 01
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年度付汇额度核准 02
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注销登记 03
境内个人投资者B股购汇核准 04
境内个人投资者B股投资本金及收益结汇核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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