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外汇业务办理指南



便利化额度管理政策

便利化额度管理：

让我们更方便地办理个人外汇业务

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

个人结售汇业务

经常项目

额度不够用怎么办?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每一笔结汇或购汇

都需要个人提供证明材料，这给大家带

来了诸多不便。

2007年《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出台后，对于个人经常项下非经营性结

售汇业务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在年度总

额内，个人可凭有效身份证件等在银行

直接办理。

经营性外汇(主要指贸易外汇收支，通过个人外

汇结算账户办理）

非经营性外汇 (旅游、留学、就医等）

资本项目

移民类：如移民财产转移等（应当按照资产转

移相关法律法规办理） 

证券投资类：如直接购买境外商品期货或金融

衍生产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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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投资类：如境内个人对境外公司股权出资

等（国家外汇管理局对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

投融资进行及相关外汇管理）

保险类：如购置海外人寿保险、带有分红收益

的年金险等（现行外汇管理政策尚未开放）

其他个人资本项目

个人结汇：是指居民个人把从境外获得的、拥

有完全所有权、可以自由支配的外汇收入卖给

外汇指定银行或者特许货币兑换机构，外汇指

定银行或机构根据交易行为发生之日的汇率付

给等值人民币的行为。

个人购汇：是指居民个人向银行购买用于向境

外支付的外汇，外汇指定银行将外汇卖给外汇

使用者，并根据交易行为发生之日的人民币汇

率收取等值人民币的行为。

年度计算：所谓的“年度”是指一个公历年

度，即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止。年度总额

不得跨公历年度使用，对于上一年度未使用或

未用完的额度不得转入下一年度使用。

目前，我国对于真实、合法需求的经常项下

购汇和结汇都是不予限制的。

超过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的，经常项下凭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和提供真实用途的证明材料在

银行办理。

办理经常项下结售汇，想购汇或者结汇多少

都是可以的，只要你是真实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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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便利化额度分别

为每人每年等值5万（含）美元

注：

境内个人外汇汇出境外用于经常项目的支出当日累

计超过5万美元的，需凭经常项目项下有交易额度

的真实性凭证办理。资本项目个人外汇业务需满足

相关外汇管理规定。

办理各类外汇业务均需符合外汇管理及其它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和监管要求以及我行内控规定，具

体视业务而定，本处所示不代表所有情况，详情请

洽汇丰中国分支行网点。

注：资本项目按照可兑换进程进行管理。目前部分个

人资本项目，如境内个人到境外购买的人寿保险和投

资返还分红类保险、境内个人海外置业等外汇管理政

策尚未开放，我行暂不办理相关结售汇及外币收付业

务。具体业务请参照相关法律法规或咨询汇丰中国分

支行网点。

是不是可以找几个亲戚朋友

帮忙买一买呢？



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根据有关规定办理

个人需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以供

银行进行真实性审核

不得借用他人额度，或出借个人额度给他人使用

不得以分拆等方式逃避限额监管

外币现钞存取款

存款：个人存入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1万美

元以下（含）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

办理；超过上述金额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经海关签章的《海关申报单》或原存款银

行外币现钞提取单据在银行办理。

取款：个人提取外币现钞当日累计等值1万美

元以下（含）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银行

办理；个人出境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

条件差或金融动乱的国家（地区），确有需要

提取超过等值1万美元以上外币现钞的，凭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提钞用途等材料向银行所在

地外汇局事前报备。银行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和经外汇局签章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

（见附7）为个人办理提取外币现钞手续。

外汇局开具的《提取外币现钞备案表》自签发

之日起30 天内有效，不可重复使用。

个人外汇业务小贴士

境内居民如何办理留学学费、
生活费汇出

填写要求

8类用途：因私旅游/境外留学/公务及商务出

国/探亲/境外就医/货物贸易/非投资类保险/咨

询服务/其他

个人应于柜台或电子渠道完整、真实申报购

汇用途、预计用汇时间等信息，做出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的承诺

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申请书：

“六不得”规定

1.不得虚假申报个人购汇信息；

2.不得提供不实的证明材料；

3.不得出借本人便利化额度协助他人购汇；

4.不得借用他人便利化额度实施拆分购汇；

5.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

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

本项目；

6.不得参与洗钱、逃税、地下钱庄交易等违法

违规活动。

存在违规行为的：列入“关注名单”移送反洗

钱调查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

在办理个人外汇业务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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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第六十八条：

银行办理个人经常项目外汇业务，应对交易

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

合理审核。

银行可根据个人风险状况，自主决定审核凭

证的种类、形式以及审核要点，确保交易真

实合规。

银行有权对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真实性存疑

的交易予以拒绝。对拒绝办理的业务，银行

应向个人准确说明拒绝原因及申诉渠道。

购汇汇出

年度累计≤5万美元（便利化额度内）：凭

身份证件在银行直接办理

超过上述金额的：凭身份证件、留学用途证

明材料（如境外学校录取通知书、学费或生

活费用证明等），银行审核真实性后办理

或根据银行真实性审核的要求，出具相关证

明办理

储蓄账户内资金汇出

当日累计≤5万美元：凭身份证件在银行直

接办理

超过上述金额的：凭身份证件、留学相关真

实性凭证，由银行审核后办理

或根据银行真实性审核的要求，出具相关证

明办理



01.便利化额度内

年度便利化额度内的结售汇，可以委托近亲

属办理。近亲属须携带双方有效身份证件、

委托授权书、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代为办理。

02.不占用便利化额度

不占年度便利化额度的结售汇，可凭相关材

料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双方有效证件、委

托授权书原件、留学者本人护照、录取通知

书及境外学校学费或生活费证明。

留学TIPS: 个人可优先选择凭录取通知、学

费缴款通知书等相关真实凭证，办理不占用

便利化额度的购汇。也可选择不提供材料，

办理占用便利化额度的购汇。

温馨提示：

携带大量外币现钞，不安全哦，境外刷卡消
费、扫码支付也很便捷哒！

家长或其他亲友可以代
留学生本人办理购汇吗

境内居民在海外的收入如何汇回

出国旅游想带些现钞出去怎么办

01. 经常项目非经营性的收入

经常项目项下

如：

海外务工的工资收入  /  向海外提供的一

次性服务收入  /  捐赠、赡养款等收入

境内个人的外汇储蓄账户仅可以接受合法
的经常项目、非经营性收入

03. 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收入

非经常项目项下

如：

境内个人参与境外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股权转让、减资等

投资性收入通常需要取得外汇管理局的核
准或登记备案后，通过专用外汇账户汇入

个人外汇储蓄账户暂不受理此类收入

具体业务请参照相关法律法规或咨询汇丰
中国分支行网点

出境人员携带不超过等值5000美元（含5000美

元）的外币现钞出境的，无须申领《携带外汇

出境许可证》。

出境人员携带外币现钞金额在等值5000美元以

上至10000美元（含10000美元）的，应向银行

申领《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02. 经常项目经营性的收入

如：

贸易外汇收入

经营性收入需通过专用个人外汇结算账户
汇入

个人外汇储蓄账户暂不受理此类收入

温馨提示：

汇丰作为首批上海外管局批准的试点银行，可以

协助境外上市企业进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备

案，开立股权激励账户，以及完成跨境资金结算

汇丰提供个人资产变现专用账户服务

如：

直接购买境外商品期货、金融衍生产品
赎回本金或收益部分汇回

购置海外人寿保险、带有分红收益的年
金险理赔资金

境外卖房收入

现行外汇管理政策下尚未开放，我行暂
不办理相关结售汇及外币收付业务

现行外汇管理政策下未开放的境内个人

资本项目

提钞：
1万美元以下（含）

直接在银行办理

其中：
5000至1万美元

向银行申请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个人国际收支申报业务

境内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有
什么规定

刷卡消费
移动支付

外币

人民币人民币
还款

入账

自动
转换

回国后

不纳入个人便利化额度

本人名下境内银行卡（含附属卡）合计
每个自然年度不得超过等值10万人民币

每卡每日不得超过等值1000美元调整为
等值1万人民币

1

2

2018年1月1日起

境外提取现金

境内银行卡

10万元
人民币

本年及次年暂停提取

为适应涉外收付款业务的发展变化，完善申报主

体通过境内金融机构进行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

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修订了《通过金融机构进行

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操作规程》。通过境内银

行发生涉外收入或涉外付款的个人，应及时、准

确、完整地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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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可以了解更多申报规则及

代码清单，或咨询汇丰中国分支行网点。

223021

223022

223023

223029

⋯⋯

就医及健康相关旅行

留学及教育相关旅行(一年以上)

留学及教育相关旅行(一年及一年以下)

其他私人旅行

⋯⋯

交易编码 对应分类

出借额度风险高，信用记录需
珍爱

外汇局对规避额度及真实性管理的个人实施

“关注名单”全国统一管理.

个人在列入当年及之后的2年内不再享有便利

化额度

出借本人额度

银行

个人外汇业务风险提示函

随意外借

不法分子犯罪

不良记录
影响自身正常用汇

再次出借

SAFE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注名单

境外购物刷卡或使用移动支付，

花得钱算在额度内吗



网络炒汇不合法，资金安全无保障

网络炒汇又称外汇保证金交易，普遍做法是由境外投资公司提供网络交易平台，经境内投资咨询公司或

个人，网罗境内居民违规从事外汇保证金交易。

   识别网络
“炒汇”骗术

虚假骗术1

取得境外监管资质
虑构具备境外背景,强调

平台台规权或

虚假骗术2

投资专家、大V操盘
号称由专业人士打理，及时

止损，“躺着也能赚钱”

虚假骗术3

人拉人发展下线
利用亲友、熟人等关系

介绍他人炒汇，从中抽佣

虚假骗术4

以投资公司外汇平台为名
具备工 商营业执照，其实并没有

经营外汇业务的资质

虚假骗术6

资金安全、存取便捷
汇款时资金收款人往往不是

平台公司，汇入资金走向难追

虚假骗术5

使用正规交易软件
实际上是外汇为噱头的虚盘交易，

人为制定对赌交易规则，“爆仓”、“卷款跑路”

事件时有发生，投资者血本无归

虚假骗术7

门槛低收益高
宣称按杠杆倍数将本金金额

放大进行投资，回报丰厚

一切网络炒汇平台

在我国境内均不合法

组织者被追究法律责任

参与者不受法律保护

更多个人外汇法规知识请参阅相关法律法规，或咨询汇丰中国分支行网点

重要提示：

办理个人外汇业务须始终遵守届时当地最新的法律法规、监管意见及银行业务规则。本文仅作一般

信息用途，以上任何内容如有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网络炒汇

诱骗投资

交易平台

劝君谨慎

陷阱多

假获利

不合法

寞入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