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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发布通知

银行可为个人“海淘”提供电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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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

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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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通知对个人“海淘”是否有影响，外汇局

有关负责人昨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通

知将进一步便利个人“海淘”。 个人在跨

境电商平台或网站购买商品或服务时，

通过支付机构可以便利地实现购汇并对

外支付。 通知还允许银行为个人“海淘”

提供电子支付服务，拓宽个人“海淘”支

付结算渠道。

拓宽个人“海淘”支付结算渠道

上述负责人表示， 为积极支持跨境

电子商务发展， 防范互联网外汇支付风

险，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13 年在北京等

5 个地区启动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试

点，并于 2015 年将试点扩大至全国。

该负责人表示， 试点以来， 随着

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市场主体对

跨境外汇支付及结算提出了更多需求。

支付机构也积极创新， 提出了进一步

便利市场主体真实、 合理、 多样化交

易结算的需求。 此外， 试点中也发现，

个别支付机构存在真实性审核职责履

行不到位等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结

合市场需求和跨境电子商务特点， 出

台 《通知》。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四方面

具体看， 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四方

面： 一是支付机构可以凭交易电子信

息， 通过银行为市场主体跨境交易提供

小额、 快捷、 便民的经常项下电子支付

服务， 进一步便利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结

算。

二是明确支付机构可为境内个人办

理跨境购物、 留学、 旅游等项下外汇业

务，进一步满足境内个人合法用汇需求。

三是支付机构应建立有效风控制度

和系统， 健全主体管理， 加强交易真实

性、合规性审核；银行应对合作支付机构

的相关外汇业务加强审核监督。

四是银行在满足交易电子信息采

集、真实性审核等条件下，可参照申请凭

交易电子信息为市场主体提供结售汇及

相关资金收付服务， 进一步拓宽跨境电

商交易支付结算渠道。

据中证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记者昨

日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获悉，4 月 28 日

是广东省正式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

可的第一天。当天全省已有逾 2500 家企

业到银行体验了新政实施后的“一站式”

账户业务服务， 普遍反映整个业务办理

流程便捷顺畅， 节约了不少时间和人力

成本。

“太方便了！ 不用来回跑银行，开户

当天就能资金收付。 ”新政实行当天，建

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首位开立基本

存款账户的企业客户扬着印有基本存款

账户编号和密码的材料兴奋地说。 记者

在现场了解到， 企业可以提前准备好工

商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经办人身份证

等材料，通过银行的微信公众号、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预约申请开户，

预约成功后即可携带相关材料前往预约

网点办理开户事宜。 银行现场完成开户

资料和开户意愿审核后， 立即在柜面办

理开户手续， 将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及开

户密码打印在 A4 纸上交给客户，并告知

其当天可对外收付款， 至此企业开户完

成。

28日起广东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逾2500家企业享受新政便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海上丝

绸之路发祥地之一的广东， 致力于构建

对外开放新格局，实践“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作为国有大行，充

分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 积极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勇当广东“一带一

路”金融服务排头兵，助力粤企“走出去”

开辟、拓展海外市场。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全力支持企业“走出去”

早在 2015 年初，广东中行就紧紧围

绕中国银行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

目标，全面对接广东省、广州市“一带一

路”建设规划，建立“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库，大力支持入库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

该行已对“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库中超过

20%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推进“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现产

业合作互补互通。

同时，广东中行通过跨境结算业务、

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全球现金管理、

金融咨询等多种形式为跨境企业提供金

融支持。针对大型跨境经营企业，该行结

合企业境外经营计划及项目建设情况，

为其提供个性化跨境金融服务方案，助

力企业“扬帆出海”。针对中小企业，该行

积极搭建跨境沟通合作桥梁， 组织撮合

中小企业投资与贸易洽谈， 助力普惠金

融发展。

截至 2019 年一季度末，该行于“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跨境资金收付款累

计 78 亿美元，国际结算量持续保持市场

领先地位， 很好地支持了中国企业开展

跨境经营活动。

提供多样化投融资服务

促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广东中行把握跨境业务政策机遇，

依托中银集团海内外一体化经营的优

势，先后与中国银行香港、澳门、伦敦、巴

黎、纽约、东京、约翰内斯堡等近 30 家海

外机构展开跨境业务联动合作， 为企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领域提供融资安排、

结构化融资、“跨境并购金融+” 服务、国

际银团贷款、债券承销、出口信贷、信用

证、基金、保险、原油期货跨境交易等多

元化金融服务。 于原油期货正式在上海

能源中心挂牌交易当日， 该行成功办理

了全国首笔原油期货跨境交易人民币结

算业务。

同时，为适应国内企业跨境投资、海

外并购的需求， 该行积极推动跨境担保

增信服务，通过对外开立投标、履约、预

付款、 质量等保函业务为客户提供融资

性对外担保。 2018 年以来，该行办理对

外承包工程及进出口贸易项下保函业务

近 13 亿元，涉及 30 多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为"走出去"企业从事进出口商

贸、境外采购、投资等跨境经营活动提供

更多的融资便利。

此外， 广东中行坚持以产品创新促

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在全面分析跨

境人民币业务趋势特点的基础上， 打造

并不断完善适合国内企业的《企业跨境

金融服务解决方案》，针对国内企业跨境

经营全链条全流程中的结算、 汇兑、融

资、避险、交易撮合等需求，系统构建了

全流程产品、全球项目撮合、全球中行互

动平台等三大体系， 八大类别的跨境金

融产品及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点接入、

全球响应”的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务。

截至目前， 该行为在粤企业提供的

跨境金融业务规模已突破人民币 2.5 万

亿元，其中 2018 年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近

4000 亿元，位居广东银行业首位。

广东南粤银行

获批发债25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广东南粤银行积极推动资本补充

规划。 近日，记者从该行了解到，

其不超过 25 亿元二级资本债券

的发行计划获得人民银行总行批

复，即将进入销售环节，预计 5 月

份可完成发行。

据了解，2018 年起， 广东南

粤银行实施三年战略发展规划，

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走“四

轻、四重”

（即轻资产 、轻资本、轻

成本、轻风险，重基础、重整合、重

效益、重合规）

发展道路，更加专

注于服务实体经济和本地市场，

深耕小微和“三农”，强化管理，提

质增效。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末，该行资产质量、经营效益持续

向好， 资产规模超过 2000 亿元，

存款余额超过 1000 亿元，净利润

超过 14 亿元，全年累计新增拨备

13 亿元，拨备覆盖率超 200%；全

行资产质量指标有效管控， 合并

口径一级资本净额 154.5 亿、一

级资本充足率 9.5%、资本充足率

11.57%，全部达到监管标准。

该行同时稳步推进资本补充

规划，夯实资本实力，掌握换道转

型的主动权。一方面，通过优化资

产负债结构、收入结构，提升盈利

水平，保证利润留存的稳定增长，

加强内源资本补充；另一方面，积

极寻找优质投资者， 增强外源资

本补充。今年 1 月，中国造纸龙头

晨鸣集团旗下的湛江晨鸣浆纸有

限公司成功入股南粤银行， 成为

该行第八大股东。

微保推出抗癌特药

保障计划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晶晶）

为了更有效解决抗癌特药购药

贵、购药难、持续用药难的问题，4

月 25 日，腾讯旗下保险平台“微

保”宣布，联合泰康在线、上药集

团旗下镁信健康，推出“药神保·

抗癌特药保障计划”

（以下简称

“药神保”）

。

据悉，“药神保” 是一款由泰

康在线承保的商业医疗保险，目

前分基础版和升级版两种。其中，

基础版每月保费 1 元， 覆盖目前

社保目录外的全部 12 种高价抗

癌特药， 为用户提供确诊癌症后

两年的抗癌特药供药保障和服

务。升级版每月保费 6 元起，覆盖

目前国家批准引入的所有抗癌特

药， 并随着国家批准的特药目录

同步升级保障范围， 自动覆盖新

的抗癌特药。 若用户在保障期确

诊为癌症， 升级版将提供三年的

供药保障和服务。

广东中行投身“一带一路”

金融助力企业“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