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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分局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外汇业务办理指南

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外

汇管理服务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分局制作《疫

情防控期间外汇业务办理指南》，提倡发生疫情地区在疫情防

控期间通过网上、邮件、预约等方式办理业务，以减少办事群

众不必要的外出，用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有力支持。

相关外汇业务目录及办理方式如下表：

业务种类 办理方式

经常项

目外汇

业务

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业务
互联网线上办理、邮寄或电子邮件办理、微信或电话

咨询预约办理

企业报告业务
互联网线上办理、邮寄或电子邮件办理、微信或电话

咨询预约办理

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登记业务
互联网线上办理、邮寄或电子邮件办理、微信或电话

咨询预约办理

资本项

目外汇

业务

外债业务 互联网线上办理、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境内公司境外上市业务 互联网线上办理、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境外上市公司境内股东持股业务 互联网线上办理、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外汇业务
互联网线上办理、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上市公司回购 B股股份购汇业务 互联网线上办理、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

主体登记业务
互联网线上办理、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内保外贷相关外汇业务 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境外放款相关外汇业务 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相关外

汇业务
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个人相关资本项目外汇业务 电子邮件办理、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一、互联网线上办理

（一）行政许可业务办理流程（以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

业名录登记为例）

渠道一：企业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

（http://zwfw.safe.gov.cn/asone/）”（以下简称“数字外

管”平台）在线办理货物贸易名录登记业务。

第一步：点击“法人注册（行政许可业务）”并按要求填

写相关内容完成注册。



第二步：点击“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办理”，选择办

理“出口单位名录登记新办”，点击“我要办理”。如办理其



他业务，选择对应业务类别即可。注意：同时开展进出口业务

的企业选择“出口单位名录登记新办”和“进口单位名录登记

新办”之一即可，请勿重复申请。

第三步：选择工商注册地所在外汇局，然后点击页面最下

方的“网上办理”。

第四步：完整填写相关信息和要素（《货物贸易外汇收支

企业名录登记申请书》），并上传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如营业执照可电子获取则直接点击“电子获取”即可，无需加

盖公章上传，将申请材料上传后点击“提交”。

第五步：外汇局在办结时限要求内在线审核，企业可在“行

政许可”-“我的许可业务”模块中查看“办理中”、“已办

理”的外汇业务，并可查看“办理状态”，接收行政许可受理

（不受理）通知书以及行政许可决定书。



渠 道 二 ： 企 业 可 通 过 “ 国 家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http://gjzwfw.www.gov.cn/）”（以下简称“政务服务平

台”）在线办理行政许可业务。

第一步：登陆政务服务平台点击“注册”-“法人注册”，

并按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完成注册。



第二步：注册完成后点击“法人办事”-“更多”，在弹

出的新页面中点击“展开”，在下方选择“国家外汇管理局”。



第三步：选择“国家外汇管理局”后向下拖拽页面，将“仅

显示可以在线办理事项”打勾并查询“出口单位名录登记”，

然后点击“出口单位名录登记（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

分局）”。



第四步：在新弹出的页面选择“出口单位名录登记新办”，

然后选择“在线办理”。并根据系统提示流程，上传相关资料

并提交后等待外汇局审核。办理进程需用政务服务注册账号登

陆数字外管平台（渠道一第五步）进行查询。



（二）企业报告业务网上办理流程

第一步：企业以操作员账号登录国家外汇局管理局数字外

管平台 http://zwfw.safe.gov.cn/asone。

第二步：以预付货款报告为例，选择“数据申报”-“货

物贸易”-“贸易信贷与融资报告”-“预付货款报告”-“预

付货款报告新增”，可通过付汇起始和截止日期查询对应付汇

申报数据，选中后点击【新增】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录入预计进口日期、关联关系类型、报告



金额，点击【提交】即完成一笔预付货款报告。

第三步：系统提供新增报告业务批量导入功能，企业下载

系统提供的模板，按要求填写相应要素，点击【批量导入】即

可。



二、邮寄或电子邮寄办理

（一）邮寄快递办理流程

企业可将申请材料加盖公章的纸质复印件以邮寄的方式

提交至所在地外汇局（邮寄地址详见下表）。申请材料需附带

企业回邮地址和联系方式。

（二）电子邮件网上办理流程

企业可将申请材料正本扫描件（PDF 格式）以电子邮件方

式提交外汇局（邮箱地址详见下表），并在邮件主题标注“企

业名称”、“申请办理业务事项”并附带企业联系地址和联系

方式。

审核结果将通过企业提供的联系方式告知申请人，行政许

可决定书将以邮政快递免费送达至申请人（若遇特殊情况，可

先将行政许可决定书扫描件通过电子邮箱方式送达申请人）。

若申请的为资本项下行政许可业务，待疫情管控措施停止实施

后，申请人需向相关外汇局补交纸质材料完整版。

三、微信、电话咨询预约办理

疫情防控期间，若确有需要到外汇局窗口现场办理的，请

事前拨打所属外汇局咨询电话沟通具体业务所提交的申请材

料，并在办事途中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好口罩，减少停留时间，

自觉接受体温检查，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辖内外汇局联系方式：

外汇局 业务类型 区号 联系电话 邮箱 联系地址

内蒙古自治

区分局

经常项目

0471

6650498

6650374
nmwhhmk@126.com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 52 号中国人

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资本项目

6650224

6650244

包头市中心

支局

经常项目
0472

5173299

5173245 wgk_bt@163.com
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 32号中国人民银

行包头市中心支行
资本项目 5173246

呼伦贝尔市

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470

8119110

8119112
13327007884@163.com

763282643@qq.com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扎兰屯路 77号中国

人民银行呼伦贝尔市中心支行
资本项目 8119117

兴安盟中心

支局

经常项目
0482

3988733
xamwhk@163.com

乌兰浩特市兴安南大路 1-3 号中国人民银

行兴安盟中心支行资本项目 3988734

通辽市中心

支局

经常项目
0475

8519094

8519096 wangguilanmm@sina.com
通辽市科尔沁区建国路 715 号中国人民银

行通辽市中心支行
资本项目 8519099

赤峰市中心

支局

经常项目
0476

8884937
552029828@qq.com

赤峰市红山区钢铁西街中国人民银行赤峰

市中心支行资本项目 8883721

锡林郭勒盟

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479

8817351
xmwhglk@163.com

锡林浩特市团结大街 235 号中国人民银行

锡林郭勒盟中心支行资本项目 8817356

乌兰察布市

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474

8225557
1728382308@qq.com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民建路 19号中国人民

银行乌兰察布市中心支行资本项目 8987235

鄂尔多斯市

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477

8334076
zhangys909@163.com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洛西街北 93 号

中国人民银行鄂尔多斯市中心支行资本项目 8343043

巴彦淖尔市

中心支局

经常项目
0478

8527090
whglk78091@163.com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东街 36 号中国人

民银行巴彦淖尔市中心支行资本项目 8527098

乌海市中心

支局

经常项目
0473

3236091
610866920@qq.com

乌海市海勃湾区君正街 3号中国人民银行

乌海市中心支行资本项目 3236092

阿拉善盟中

心支局

经常项目
0483

8338993
1549591833@qq.com

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额鲁特西路中国人

民银行阿拉善盟中心支行资本项目 8338993

满洲里市支局 0470 6224800 mzlwhk@163.com
满洲里市市政街 18号中国人民银行满洲

里市支行

额尔古纳市支局 0470 6997880 mihong8888@163.com
额尔古纳市哈撒尔路 284 号中国人民银行

额尔古纳市支行

新巴尔虎右旗支局 0470 6401619 111152050@sina.com
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克尔伦大街

17号中国人民银行新巴尔虎右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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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浩特市支局 0479 7511019 xintiandi024@163.com
二连浩特市恐龙大街西育才路东中国人民

银行二连浩特市支行

东乌珠穆沁旗支局 0479 3220741 1195765029@qq.com
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劳德街东路73

号中国人民银行东乌珠穆沁旗支行

乌拉特中旗支局 0478 5912946 631131447@qq.com
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花园路中国人民银行

乌拉特中旗支行

额济纳旗支局 0483 6526911 ejnqwhgl@163.com
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中国人民银行额济纳

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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