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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企业只需在银行端即可完成开户全部事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粤港澳

大湾区营商环境建设迎来重大利好。 记

者近日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获悉，自4月

28日起， 广东省将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

户许可， 成为人民银行在全国试点推广

后的首批5个省市之一。 目前，广东省地

区内已有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 民生银

行广州分行等银行落地该业务并为客户

开立基本账户。

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在4月28日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

许可后， 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

非法人企业、 个体工商户在广东省内

银行开立、 变更、 撤销基本存款账户

和临时存款账户

（含取消许可前的存

量基本存款账户 、 临时存款账户的变

更和撤销）

， 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人

民银行不再核发开户许可证， 开户许

可证不再作为企业办理其他事务的证

明文件或依据。

企业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临时

存款账户的， 开户银行按规定完成开户

审核后， 即可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开

户手续。 企业申请变更取消许可前开立

的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名称、法

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的， 应当交回原

开户许可证。

据悉，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后，企

业只需在银行一端即可完成开户全部事

宜，开户环节、开户时间将大幅压缩。 企

业在银行账户开立后便可办理收付款业

务，资金周转效率将大幅提升，有助于提

高企业开办整体效率， 降低企业办事成

本。

已有银行率先落地业务

银行账户是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获取各项金融服务的重要载体，对企

业经营发展意义重大， 也是营商环境建

设的重要内容。截至2018年末，广东省企

业法人、 非法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共开

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722万户，占省内全

部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总量逾九成。

当日， 广东省地区内已有中国银行

广东省分行、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等银行

落地该业务并为客户开立基本账户。 其

中， 汕头某企业负责人黄先生通过中国

银行二维码在线预约开户后， 来到汕头

某中行营业网点办理基本存款账户开立

业务，银行网点在了解客户具体情况、核

实客户开户意愿、 审核账户证明文件无

误后， 很快为客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并

完成账户备案工作，并将《基本存款账户

信息》及存款人查询密码交付客户。

“我们做生意的，时间非常重要。 原

来我们在银行开一个账户的话， 要三四

天才可以， 每次到银行开户都要花很长

时间；今天半个小时左右就办完了，节省

了我好多时间”，黄先生对新政策实施后

开户流程优化及银行的服务表示满意：

“刚刚才开好户，我现在就已经可以安排

资金收付。 ”

广东银保监局今年处罚57家银保机构

罚没金额3085万元，处罚责任人员63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日前

在北京举行的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广东银保监局披露，今年一

季度末，辖内银行业保险业发展稳中向

好， 银行业保险业资产超17万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9.9%，增速同比加快3.5个

百分点。

数据显示， 一季度末广东银保监局

辖内各项贷款增速高于银行业资产增速

8.19个百分点，一季度新增贷款投向实体

经济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22个百分点，

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速连续四个季度提

高，民营企业贷款占企业贷款总量50%以

上。一季度保险业累计提供风险保障341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1.86倍。

数据还显示，一季度末，辖内不良

贷款率比上年同期明显下降，拨备覆盖

率比上年同期提高18.19个百分点，风险

抵补能力显著增强。 农信社改制工作成

效明显，压降不良贷款近360亿元。 广东

银保监局深入整治金融市场乱象，今年

以来对57家银行保险机构实施行政处

罚，罚没金额3085.34万元，处罚责任人

员63人。

建行广州分行联合广州“单一窗口”

推出全线上进口付汇业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4月25

日，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分行与广州电子

口岸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广

州分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

广州市商务局等部门的见证下签署对

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推进中国

（广州 ）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金融服务

功能建设，为促进贸易便利化，优化口

岸营商环境，构建口岸智慧金融服务生

态圈。

据了解，建行广州分行是中国

（广

州）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首家全面对接

的商业银行。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金融

服务功能可为进出口企业提供跨境收

付汇、汇入汇款、汇出汇款、结售汇、贸

易融资、信用保险、货运保险等服务。 广

州“单一窗口”通过与银行的服务对接，

实现业务主体在线授权和认证、结售汇

在线办理等线上无纸化金融服务功能。

作为国家“单一窗口”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关键节点，广州“单一窗口”紧跟

国家“单一窗口”的步伐，已全面上线货

物申报、运输工具申报、舱单申报、加工

贸易

（金关二期）

等标准版功能模块；同

时，广州“单一窗口”还积极参与国家

“单一窗口”建设，建设的口岸通关时效

评估系统已在全省100多个码头复制，

并将向全国推广；另外， 广州“单一窗

口” 也针对本地需求建设了国际会展、

跨境电商、 市场采购、 三互作业、 危

险品申报等多个本地特色的功能模块。

在助力广州“单一窗口” 金融服务功

能的建设上， 建行广州分行借助自身

金融技术的优势， 助推了“单一窗口”

金融服务功能的建设， 在全国率先实

现全线上无纸化进口付汇业务， 客户

仅需提供报关单号码， 无需另行提供

合同、 发票等其他单据纸质或电子扫

描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周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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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2019年广东税务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主题活动于在广州举行。

活动当天，现场设置了“纳税服务体

验师”报名摊位，为有兴趣的纳税人

解答疑惑。

据悉， 广东税务部门自2017年

推出“纳税服务体验师”项目，旨在

收集纳税人和缴费人业务办理过程

中的感受和体验， 为广东税务纳税

服务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 今年报

名时间为4月22日至5月18日， 将计

划招募广东省各地共1000名“纳税

服务体验师”。

广东税务招募纳税

服务体验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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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下午， 在广东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广东省教育厅指导下，广

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广州市

教育局在广州召开广东省第二届高

校防范非法集资微视频和海报设计

大赛

（下称大赛 ）

部署工作会，旨在

提高青年学子对非法集资、P2P网络

借贷、违规校园贷、虚拟货币等各类

非法或违规金融活动的识别、 防范

和抵制能力。

广东省教育厅安全保卫处相关

人士表示，近年来，非法集资、P2P网

络借贷、违规校园贷、虚拟货币等各

类非法金融活动仍然是校园安全的

重要威胁。 防范非法集资微视频和

海报设计大赛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的重要机制创新， 各高校需高度重

视。据了解，本次将通过专家评审及

网络投票的方式评选出获奖作品，

并于6月在第八届中国

（广州）

国际

金融交易·博览会上举行颁奖典礼。

广东举办第二届高校

防范非法集资设计大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周琴）

近

日， 由朝阳永续、 银河证券共同主

办，财联社联合主办的“2019年度第

十四届中国私募基金风云榜一季度

策略会”暨“银河证券专业交易策略

公开赛季度颁奖礼”在广州举行。

去年11月，朝阳永续、银河证券

和财联社联手推出第一届“2018年

银河证券专业交易策略公开赛”并

吸引了1000余家机构参加， 而此次

大会揭晓了今年第一季度表现优异

的获奖机构名单，按照大赛规则，获

奖机构获得了财联社提供的盘中

宝、 风口研报等付费内容服务作为

奖励。

银河证券交易策略

公开赛榜单揭晓

主要流程变化

取消许可后

企业向银行提交资料、银

行机构审核通过后，直接开立

基本存款账户、临时存款账户

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存款人密码

自开立之日即可办理

收付款业务

取消许可前

企业向银行提交资料， 银行机

构审核后， 将资料提交至人民银行

核准。

开户许可证正（副）本

存款人密码纸

自开立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

可办理付款业务， 但注册验资的临

时存款账户转为基本存款账户和因

借款转存开立的一般存款账户除外

资料流转

资料交付

账户启用

时间

表格由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