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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外汇管理办法 

 

  (2006年 12月 25日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 3号公布  自

2007 年 2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便利个人外汇收支，简化业务手续，规范外汇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结汇、售汇及付

汇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个人外汇业务按照交易主体区分境内与境外个人

外汇业务，按照交易性质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个人外汇业

务。按上述分类对个人外汇业务进行管理。 

第三条 经常项目项下的个人外汇业务按照可兑换原则管

理，资本项目项下的个人外汇业务按照可兑换进程管理。 

第四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外汇局）

按照本办法规定，对个人在境内及跨境外汇业务进行监督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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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个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有关外汇业务。银行

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为个人办理外汇收付、结售汇及开立外汇账

户等业务，对个人提交的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

进行审核。汇款机构及外币兑换机构（含代兑点）按照本办法规

定为个人办理个人外汇业务。 

第六条 银行应通过外汇局指定的管理信息系统办理个人

购汇和结汇业务，真实、准确录入相关信息，并将办理个人业务

的相关材料至少保存 5年备查。 

第七条 银行和个人在办理个人外汇业务时，应当遵守本办

法的相关规定，不得以分拆等方式逃避限额监管，也不得使用虚

假商业单据或者凭证逃避真实性管理。 

第八条 个人跨境收支，应当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有关

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手续。 

第九条 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

度总额内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超过年度总额的，

经常项目项下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交易额的相关证明等材

料在银行办理，资本项目项下按照第三章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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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常项目个人外汇管理 

第十条 从事货物进出口的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商务部

门办理对外贸易经营权登记备案后，其贸易外汇资金的收支按照

机构的外汇收支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个人进行工商登记或者办理其他执业手续后，可

以凭有关单证办理委托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代理进出口

项下及旅游购物、边境小额贸易等项下外汇资金收付、划转及结

汇。 

第十二条 境内个人外汇汇出境外用于经常项目支出，单笔

或当日累计汇出在规定金额以下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

办理；单笔或当日累计汇出在规定金额以上的，凭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和有交易额的相关证明等材料在银行办理。 

第十三条 境外个人在境内取得的经常项目项下合法人民

币收入，可以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在银行办理购

汇及汇出。 

第十四条 境外个人未使用的境外汇入外汇，可以凭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办理原路汇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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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境外个人将原兑换未使用完的人民币兑回外币

现钞时，小额兑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或外币兑换机构办

理;超过规定金额的，可以凭原兑换水单在银行办理。 

第三章 资本项目个人外汇管理 

第十六条 境内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符合有关规定的，经外汇

局核准可以购汇或以自有外汇汇出，并应当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

记。 

第十七条 境内个人购买 B股，进行境外权益类、固定收益

类以及国家批准的其他金融投资，应当按相关规定通过具有相应

业务资格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 

第十八条 境内个人向境内保险经营机构支付外汇人寿保

险项下保险费，可以购汇或以自有外汇支付。 

第十九条 境内个人在境外获得的合法资本项目收入经外

汇局核准后可以结汇。 

第二十条 境内个人对外捐赠和财产转移需购付汇的，应当

符合有关规定并经外汇局核准。 

第二十一条 境内个人向境外提供贷款、借用外债、提供对

外担保和直接参与境外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应当符合

有关规定并到外汇局办理相应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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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境外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应当符合自用原

则，其外汇资金的收支和汇兑应当符合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境外

个人出售境内商品房所得人民币，经外汇局核准可以购汇汇出。 

第二十三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境外个人不得购买境内权

益类和固定收益类等金融产品。境外个人购买 B股，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 境外个人在境内的外汇存款应纳入存款金融

机构短期外债余额管理。 

第二十五条 境外个人对境内机构提供贷款或担保，应当符

合外债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境外个人在境内的合法财产对外转移，应当按

照个人财产对外转移的有关外汇管理规定办理。 

第四章 个人外汇账户及外币现钞管理 

第二十七条 个人外汇账户按主体类别区分为境内个人外

汇账户和境外个人外汇账户；按账户性质区分为外汇结算账户、

资本项目账户及外汇储蓄账户。 

第二十八条 银行按照个人开户时提供的身份证件等证明

材料确定账户主体类别，所开立的外汇账户应使用与本人有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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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件记载一致的姓名。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外汇账户境内划转

按跨境交易进行管理。 

第二十九条 个人进行工商登记或者办理其他执业手续后

可以开立外汇结算账户。 

第三十条 境内个人从事外汇买卖等交易，应当通过依法取

得相应业务资格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 

第三十一条 境外个人在境内直接投资，经外汇局核准，可

以开立外国投资者专用外汇账户。账户内资金经外汇局核准可以

结汇。直接投资项目获得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后，境外个人可以将

外国投资者专用外汇账户内的外汇资金划入外商投资企业资本

金账户。 

第三十二条 个人可以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开立外

汇储蓄账户。外汇储蓄账户的收支范围为非经营性外汇收付、本

人或与其直系亲属之间同一主体类别的外汇储蓄账户间的资金

划转。境内个人和境外个人开立的外汇储蓄联名账户按境内个人

外汇储蓄账户进行管理。 

第三十三条 个人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应当遵守国家有关

管理规定。 



 

规章 

 
X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 7 - 

第三十四条 个人购汇提钞或从外汇储蓄账户中提钞，单笔

或当日累计在有关规定允许携带外币现钞出境金额之下的，可以

在银行直接办理；单笔或当日累计提钞超过上述金额的，凭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途证明等材料向当地外汇局事前报备。 

第三十五条 个人外币现钞存入外汇储蓄账户，单笔或当日

累计在有关规定允许携带外币现钞入境免申报金额之下的，可以

在银行直接办理；单笔或当日累计存钞超过上述金额的，凭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携带外币现钞入境申报单或本人原存款金融机构

外币现钞提取单据在银行办理。 

第三十六条 银行应根据有关反洗钱规定对大额、可疑外汇

交易进行记录、分析和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境内个人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军人

身份证件、武装警察身份证件的中国公民。 

（二）境外个人是指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

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外国公民（包括无国籍人）以及港澳台

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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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常项目项下非经营性外汇是指除贸易外汇之外的其

他经常项目外汇。 

第三十八条 个人旅行支票按照外币现钞有关规定办理；个

人外币卡业务，按照外币卡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外汇局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制定本办法相应的实施细

则，确定年度总额、规定金额等。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2月 1 日起施行。以前规定

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附件所列外汇管理规定自本

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完） 

附：废止规定目录 

废止规定目录 

  1.〘关于居民、非居民个人大额外币现钞存取款有关问题

的通知〙（〔97〕汇管函字第 123 号） 

2.〘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汇发〔1998〕11

号） 



 

规章 

 
X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 9 - 

3.〘关于修改〖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汇发〔1999〕133 号） 

4.〘关于修改〖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有关问题的通知〗

和〘关于印发〖境内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汇

发〔1999〕305号） 

5.〘关于自费出境留学人员预交人民币保证金购付汇的通

知〙（汇发〔2000〕82号） 

6.〘关于境内居民个人外汇存款汇出和外汇存款账户更名有

关问题的批复〙（汇发〔2000〕291 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对境内居民个人自费出国（境）

留学购付汇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1〕185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发〖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实施

细则〗的通知〙（汇发〔2002〕68 号） 

9.〘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境内居民个人前往邻国边境地区

旅游进行售汇业务试点的通知〙（汇发〔2002〕121 号）  

10.〘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境内居民个人经常项目下购

汇政策的通知〙（汇发〔2003〕104 号） 

11.〘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华留学人员办理退学换汇有关

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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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停止报送〖居民、非居民

个人大额(等值 1万美元以上)现钞存取款和境内居民个人外币

划转情况登记表〗的通知〙(汇综函〔2003〕14 号) 

1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境内居民个人自费出国（境）

留学购汇指导性限额的通知〙（汇发〔2004〕111 号）  

1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居民个人外汇结汇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18号） 

1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非居民个人外汇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汇发〔2004〕6号） 

16.〘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境内居民个人经常项目下因

私购汇限额及简化相关手续的通知〙（汇发〔2005〕6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