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有效外汇管理主要法规目录（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一、综合（28 项）
（一）基本法规（9 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532 号
2 境内外汇划转管理暂行规定 „97‟汇管函字第 250 号1
3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6 年第 3 号
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汇发„2007‟
1 号2
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汇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
„2013‟15 号
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真实性审核的通知 汇
发„2016‟7 号
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汇发„2017‟3 号
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 汇发„2019‟28
号
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外汇管理 支持涉外业务发展的通知 汇发„2020‟8
号
（二）账户管理（7 项）
10 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 银发„1997‟416 号
11 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 „97‟汇政发字第 10 号3
1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驻华使领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 汇综发„2007‟114 号

1

被《关于对<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等 2 件部门规章和<境内外汇划转管理暂行规定>等 5
件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的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12 号）修改。
2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宣布废止失效 14 件和修改 1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汇
发〔2016〕13 号）修改。
3
被《关于对<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等 2 件部门规章和<境内外汇划转管理暂行规定>等 5
件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的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12 号）修改。
1

1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公外汇账户业务涉及有关外汇管理政策问题的批复
汇复„2007‟398 号
1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驻华外交机构外汇业务有关问题的批复 汇综复
„2008‟53 号
1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09‟29 号
1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精简外汇账户的通知 汇发„2019‟29 号
（三）行政许可（1 项）
1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汇管理行政审批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 汇发„2015‟31
号
（四）外币现钞与外币计价管理（4 项）
18 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汇发„2003‟102 号
1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 汇发
„2004‟21 号
2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机构外币现钞收付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
„2015‟47 号
21 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关于印发•调运外币现钞进出境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2019‟16 号
（五）其他（7 项）
22 国家外汇管理局法律咨询工作管理规定 汇综发„2009‟106 号
2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办理二氧化碳减排量等环境权益跨境交易有关外
汇业务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2010‟151 号
2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外汇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 汇发„2016‟10 号
2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6 年第 2 号-关于使用、推广“三证合一、一照一码”
营业执照有关事项
26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 银发„2019‟316 号
2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取消有关外汇管理证明事项的通知 汇发„2019‟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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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汇综发„2020‟2 号
二、经常项目外汇管理（24 项）
（一）经常项目综合（7 项）
2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币旅行支票代售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4‟
15 号
3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免税商品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6‟16 号
3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06‟19 号
3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通知 汇发
„2007‟49 号
3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 汇发„2013‟22 号
3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2019‟
13 号
3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 汇发„2020‟11 号
（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8 项）
3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商业银行办理黄金进出口收付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2012‟85 号
37 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
公告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2 年第 1 号
3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2‟38 号4
39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做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应急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2012‟123 号
4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3‟44 号
4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电子单证审核的通知 汇发
„2016‟25 号
4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失效 5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及 7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
条款的通知》
（汇发〔2019〕39 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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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便利银行开展贸易单证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 汇发
„2017‟9 号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9 年第 93 号-全面取消报
关单收、付汇证明联和办理加工贸易核销的海关核销联
（三）边境贸易（1 项）
4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地区贸易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4‟12
号
（四）服务贸易外汇管理（3 项）
4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9‟63
号
4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的通知 汇发„2013‟30 号5
47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
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3 年第 40 号6
（五）个人经常项目外汇管理（5 项）
4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结售汇业务管理的通知 汇发„2009‟56
号
4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个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5‟
49 号
5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个人外汇业务信息系统的通知 汇发„2016‟34 号
5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外籍人员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办理结售汇业
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汇综发„2017‟59 号
5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个人外汇信息申报的通知 汇综发„2017‟65
号
三、资本项目外汇管理（79 项）
（一）资本项目综合（6 项）

5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修改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汇发〔2015〕20 号）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性审核
的通知》
（汇发〔2017〕3 号）修改。
6
被《税务总局关于修改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
修改。
4

5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审批权限的通知 汇发
„2010‟29 号
5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2‟33 号
5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推广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的通知 汇发„2013‟17 号
5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
„2014‟2 号
5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本项目结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2016‟
16 号
5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
发„2019‟7 号
（二）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13 项）
1-基本法规
59 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学技术部、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03 年第 2 号7
60 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 商务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05 年第
28 号8
61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
家外汇管理局令 2006 年第 10 号9
6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
„2012‟59 号10
6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及配套
文件的通知 汇发„2013‟21 号11

7

被《商务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商务部令 2015 年第 2 号）修改。
被《商务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商务部令 2015 年第 2 号）修改。
9
被《商务部关于修改〈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的决定》
（商务部令 2009 年
第 6 号）修改。
10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失效 5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及 7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
件条款的通知》
（汇发〔2019〕39 号）修改。
8

5

6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简化和改进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汇发
„2015‟13 号12
6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 汇
发„2015‟19 号13
66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外汇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
告的公告 商务部公告 2019 年第 72 号
2-其他
67 国家外汇管理局 建设部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06‟47 号14
6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管
理的通知 建房„2010‟186 号
69 建设部 商务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 建住房
„2006‟171 号
70 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工商总局、外汇局
关于调整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有关政策的通知 建房„2015‟122 号
71 商务部 外汇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外商投资房地产备案工作的通知 商资函
„2015‟895 号
（三）境外投资外汇管理（6 项）
7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09‟24 号15
73 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汇发„2009‟30 号

11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失效 5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及 7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
件条款的通知》
（汇发〔2019〕39 号）修改。
12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失效 5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及 7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
件条款的通知》
（汇发〔2019〕39 号）修改。
13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失效 5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及 7 件外汇管理规范性文
件条款的通知》
（汇发〔2019〕39 号）修改。
14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修改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汇发〔2015〕20 号）修改。
15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修改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汇发〔2015〕20 号）修改。
6

7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银行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0‟31 号
7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4‟37 号
76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发„2016‟306 号
77 司法部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做好律师事务所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相关管理
工作的通知 司发通„2020‟29 号
（四）境外融资及有价证券管理（6 项）
1-境外发债及上市
78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发债管理意见的
通知 国办发„2000‟23 号
7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4‟54 号
2-套期保值
80 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 证监发„2001‟81 号
8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 汇发„2013‟25 号
3-其他
8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境内发行 B 股和境外上市股票外汇专用账户的开立
和募股收入结汇审批权限的通知 汇发„1999‟380 号
8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 A 股上市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及分红所涉账户开
立与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办发„2009‟178 号
（五）证券市场投资外汇管理（13 项）
1-境内证券市场投资外汇管理
84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
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06 年第 36 号
8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绿庭（香港）有限公司减持 A 股资金管理有关问
题的批复 汇综复„2010‟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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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13 年第 90 号
8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交易者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
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5‟35 号
8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外汇管理问题
的通知 汇发„2016‟12 号
89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
债券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发„2019‟240 号
90 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
理局公告„2020‟第 2 号
2-境外证券市场投资外汇管理
91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商业
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银发„2006‟121 号
92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07 年第 2 号
93 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银监发„2007‟27 号
94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3
年第 1 号
3-其他
95 内地与香港证券投资基金跨境发行销售资金管理操作指引 中国人民银行 国
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5‟第 36 号
96 存托凭证跨境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9 年第 8 号
（六）外债及对外担保管理（20 项）
1-基本法规
9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等规章的通知 附件：境
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 „97‟汇政发字第 06 号
98 外债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国家外汇管理局令 2003
年第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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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境内外资银行外债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4 年第 9 号
100 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2007 年第 12 号
101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 银发
„2017‟9 号
102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
的通知 银发„2020‟64 号
2-外债统计与管理
103 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
10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等规章的通知 附件：
外债统计监测实施细则 „97‟汇政发字第 06 号
105 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中长期外
债余额管理的通知 计外资„2000‟53 号
10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外债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2013‟19 号
16

3-担保
10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2014‟
29 号
10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对部分非银行机构内保外贷业务实行集中登记管理的
通知 汇发„2015‟15 号
109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银行内保外贷外汇管理的通知 汇综发
„2017‟108 号
110 中国保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务有关事项
的通知 保监发„2018‟5 号
4-贸易信贷
111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商业银行办理信用证和保函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
„2002‟124 号
16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修改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汇发〔2015〕20 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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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汇贷款
11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施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方式改革的通知 汇发
„2002‟125 号
11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境内企业内部成员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
的通知 汇发„2009‟49 号17
11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外汇质押人民币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
发„2011‟46 号
11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外债转贷款外汇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2014‟
5号
11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7‟
21 号
（七）个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15 项）
1-资产转移
117 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04 年第 16 号
118 •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操作指引„试行‟ 汇发„2004‟
118 号
119 国家外汇管理局 外交部 公安部 监察部 司法部关于实施•个人财产对外转
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5‟9 号
120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个人财产对外转移提交税收证明或者完
税凭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5‟13 号18
2-证券投资
121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内证券经营机构从事 B 股
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 „95‟汇管函字第 140 号
12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个人投资境内上市
外资股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2001‟22 号
12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证券经营机构从事 B 股业务
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 证监发„2001‟26 号
17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废止和修改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相关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汇发〔2015〕20 号）修改。
18
被《税务总局关于修改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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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境内居民个人投资境内上市外资股若干
问题的通知‣中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1‟26 号
12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投资境内上市外资股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汇
发„2001‟31 号
12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境内居民个人投资境内上市外资股若干
问题的通知‣中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汇发„2001‟32 号
12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2‟7 号
12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B 股股份购汇额度等
外汇管理事项的批复 汇复„2012‟21 号
12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美国银行有限公司中国区分行为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境内代理机构开立结汇待支付专用账户的批复 汇复
„2017‟1 号
130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参与股权
激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银发„2019‟25 号
3-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
13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个人以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政策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3‟2 号
四、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监管（34 项）
（一）基本法规（5 项）
13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发•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
汇业务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附件：关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
理的相关规定 „93‟汇业函字第 83 号
133 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范围界定 „96‟汇管函字第 142 号
134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 银
发„2014‟127 号

11

13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办法‣的通知
汇发„2019‟15 号19
13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内容
及评分标准（2020 年）‣的通知 汇综发„2020‟35 号
（二）银行结售汇业务（10 项）
1-银行结售汇业务
13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黄金借贷和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外汇管理问题的批
复 汇复„2005‟253 号
13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贵金属业务汇率敞口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
发„2012‟8 号
139 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14‟第 2 号
14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汇发„2014‟53 号
141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外资银行结售汇专用人民币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
发„2015‟12 号
14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20‟2 号
2-银行结售汇报表
14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银行结售汇统计制度‣的通知 汇发„2019‟26
号
3-结售汇相关产品管理
144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政策性银行为合格境外机构办理人民币贷款业务和货币
互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2007‟81 号
14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合作办理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0‟
62 号
14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18‟3 号

19

附表《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内容及评分标准（2019 年）
》被《国家外汇管理
局综合司关于印发<银行外汇业务合规与审慎经营评估内容及评分标准（2020 年）>的通知》
（汇综发〔2020〕35 号）废止。
12

（三）离岸业务（2 项）
147 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 银发„1997‟438 号
148 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98‟汇管发字第 09 号
（四）银行卡相关业务（5 项）
14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银行外币卡管理的通知 汇发„2010‟53 号20
15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联国际有限公司承接银联卡境外业务相关外汇业务
资质等事宜的批复 汇复„2013‟125 号
15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机构报送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的通知 汇发„2017‟
15 号
15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银行卡境外交易外汇管理系统上线有关工作的
通知 汇综发„2017‟81 号
15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的通知 汇发„2017‟
29 号
（五）银行相关其他业务（3 项）
154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内地银行与香港和澳门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有关问
题的通知 银发„2004‟254 号
15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交通银行开办代理境外分支机构开户见证业务的批复
汇复„2010‟208 号
15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新台币兑换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3‟11 号
（六）保险公司（3 项）
15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的通知 汇发„2015‟6
号21
158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上线保险业务数据报送系统的通知 汇综发
„2015‟97 号
15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保险公司资本金结汇便利化的通知 汇发
„2019‟17 号
（七）信托公司、金融资产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4 项）
20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的通知》（汇发〔2017〕29
号）修改。
21
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保险公司资本金结汇便利化的通知》（汇发〔2019〕
17 号）修改。
13

160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汇业务经营范围的通知 银发„2000‟
160 号
16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
„2003‟44 号
16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汽车金融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4‟
72 号
16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外处置不良资产外汇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汇发„2015‟3 号
（八）外币代兑机构、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自助兑换机（2 项）
16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外币代兑机构和自助兑换机业务管理规定‣的通
知 汇发„2016‟11 号
16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修订•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2020‟6 号
五、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市场（17 项）
（一）汇价（5 项）
166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 16 号-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关
事宜
167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6‟第 1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
改进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有关事宜
168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7‟第 9 号-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
交易价浮动幅度
169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4‟第 5 号-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
170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汇价和银行挂牌汇价管理有关事项
的通知 银发„2014‟188 号
（二）外汇交易市场（12 项）
17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加强对外汇市场监管规范办公程序的通知 „95‟汇国
函字第 009 号
172 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 银发„1996‟4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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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3‟第 16 号-关于为香港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提供清
算安排的公告
17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即期询价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5‟87 号
175 非金融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申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会员资格实施细则
„暂行‟ 汇发„2005‟94 号
176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发„2005‟202 号
177 货币经纪公司外汇经纪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汇发„2008‟55 号
17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对外
汇期权交易的批复 汇复„2011‟30 号
17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修订•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的通知 汇发„2013‟
13 号
18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有关管理政策通知
汇发„2014‟48 号
18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中央银行类机构投资银行间市场外汇账户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15‟43 号
182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5‟第 40 号-延长外汇交易时间和
进一步引入合格境外主体有关事宜
六、国际收支与外汇统计（14 项）
（一）国际收支统计综合法规（1 项）
183 国务院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642 号
（二）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5 项）
18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银行涉外收付凭证管理规定‣的通知 汇发
„2014‟19 号
18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涉外收支交易分类与代码„2014 版‟‣的通知 汇
发„2014‟21 号
18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实施细则‣
的通知 汇发„2015‟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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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核查
规则（2017 年版）‣的通知 汇综发„2017‟67 号
18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2019
年版）‣的通知 汇发„2019‟25 号
（三）国际收支统计直接申报（6 项）
189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资金融机构报送外汇资产负债统计报表的通知 汇发
„2009‟6 号
19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调整中资金融机构外汇资产负债等报表报送方
式的通知 汇综发„2012‟136 号
191 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的
通知 商合函„2019‟3 号
19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核查规则
（2017 年版）‣的通知 汇综发„2017‟72 号
19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业务指引
（2017 年版）‣的通知 汇综发„2017‟106 号
194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制度‣的通知 汇
发„2018‟24 号
（四）贸易信贷统计调查制度（2 项）
19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贸易信贷统计调查制度‣的通知 汇发„2018‟8
号
19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贸易信贷统计调查业务指引（2018 年版）‣
的通知 汇综发„2018‟68 号
七、外汇检查与法规适用（13 项）
（一）办案程序（3 项）
197 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检查处罚权限管理规定 汇发„2001‟219 号
198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汇发„2002‟79 号
199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复议程序 汇发„2002‟80 号
（二）法律依据（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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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转发•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
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的通知 汇发
„1999‟102 号
20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七章法律责任部分
条款内容含义和适用原则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8‟59 号
202 对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提请解释•外汇管理条例‣法律责任有关条款的复函
国法函„2012‟219 号
203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
买卖外汇刑事案件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9‟1 号
（三）其他（6 项）
204 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关于严厉查处
非法外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活动的通知 证监发字„1994‟165 号
20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公安部关
于印发•关于贯彻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
安部†关于严厉查处非法外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活动的通知‡的会议纪要‣
的通知 证监发字„1994‟196 号
206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国内私自以外币计价结算和
禁止发布含有外币计价结算内容的广告的通知 „96‟汇管函字第 177 号
207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非法买卖外汇违法犯罪活动的通知
汇发„2001‟155 号
20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开办个人外汇保证金交易的批复
汇复„2006‟95 号
209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非法网络炒汇行为有关问题认定的批复 汇综复
„2008‟56 号
八、外汇科技管理（10 项）
210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系统代码标准化工作管理办
法（暂行）‣的通知 汇综发„2008‟162 号
21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修订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系统代码标准管
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汇综发„2011‟1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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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订印发•特殊机构代码
赋码业务操作规程‣的通知 汇发„2014‟16 号
21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报送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数据、个人外币现
钞存取数据和银行自身外债数据的通知 汇综发„2014‟95 号
21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扩大企业联机接口服务应用范围的通知 汇综发
„2015‟35 号
215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操作规程‣的通知 汇
发„2015‟44 号
216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数据、机构外币现钞存
取数据、外汇账户和账户内结售汇数据接口程序自查、联调和数据报送有关
工作的通知 汇综发„2017‟34 号
21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做好外汇业务系统适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
的通知 汇综发„2017‟93 号
218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金融机构外汇业务数据采集规范（1.2 版）‣的
通知 汇发„2019‟1 号
219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数据接口程序自查、联
调和数据报送有关工作的通知 汇综发„2019‟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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