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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试点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

目前有3家银行获试点资格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通讯员

孔凡东 潘在怡）

大湾区营商环境优化和

贸易投资结算便利化迈出“关键一步”。

记者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获悉， 该行与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日前举办了

广东省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

点新闻发布会， 正式在广州启动本外币

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 标志着广

东省银行账户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突

破。

“合一账户”可结算多币种资金

据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陈玉海

介绍， 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

点旨在构建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

的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 切实

为大湾区企业跨境贸易、 投融资结算提

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对进一步提升大湾

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加快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

意义。

试点将以“币种+账号”的模式构建

囊括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外汇账户、跨

境人民币账户、自由贸易账户（FT）、境外

机构账户（NRA）等几乎所有银行结算

账户的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

支持存款人通过开立本外币合一银行结

算账户对多币种资金进行收付结算和集

中统一管理， 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账户与

外币账户的协同管理， 极大便利企业和

个人自主使用和管理本外币资金。

试点当日， 广州大旗外贸综合服务

有限公司便在工商银行试点网点开立了

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 该公司总经

理凌先生表示，过去收美元、欧元、港币

等不同币种外汇资金， 需要分币种开立

好多个不同账户进行管理， 资金管理效

率低。现在只要一个本外币合一账户，就

能够实现多币种账户资金的集中管理，

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据悉， 本次试点以保障外汇管理政

策连续稳定为基础， 适当实现“资金管

理”与“账户管理”分离，资金使用仍需遵

循当前我国外汇管理的各项制度规定。

此外， 试点还进一步强化了对银行账户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能够更好防范不法

分子利用银行账户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广州地区3家银行获试点资格

据介绍， 此次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

账户试点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福

建省福州市、 浙江省杭州市三省四市同

时启动， 广州地区的34个工商银行广东

省分行网点、21个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

网点、32个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网点可

办理该业务。

广州工行对记者透露， 该行前期通

过周密部署，开展了制度建设、系统改造

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为顺利试点打下了

坚实基础。 此次广州工行有34家网点参

与试点。本着“稳妥推进”的试点原则，该

批网点分布遍及广州市各区域， 网点业

务种类较齐全、综合实力较强，开立的本

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支持办理转账汇

款、结售汇、贷款发放归还等各类金融业

务，有力支撑企业多种业务办理需求。企

业申请开立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

可实现本外币资金集中管理， 有效解决

不同币种资金堵点和痛点， 大大提升企

业便利性。

广东中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本次

试点是账户管理改革的一次有益尝试，

广东中行将通过综合利用多项技术手段

改造系统、整合优化流程、构建五大账户

服务场景、减少重复提供开户申请材料、

多种方式核实开户意愿等举措， 支持客

户预约开立本外币单币种及多币种账

户，有效节省客户多次往返银行的“脚底

成本”， 为客户提供高效快捷的账户服

务。与此同时，此次参与试点的32家营业

机构为该行服务网络覆盖广、 综合服务

能力强、人员专业化高的优质网点，将致

力为客户提供专业、便捷、优质、高效的

本外币银行结算账户服务。

有序推动支付产品落地大湾区

据了解， 近年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按照“一年一项目” 的节奏推动支付产

品落地大湾区， 多项创新走在全国前

列， 全方位满足了港澳居民在内地创业

和生活的便利化需求， 得到社会各界好

评。

比如， 该行聚焦大湾区市场主体发

展需求， 组织银行机构持续优化企业银

行账户服务， 推动广东率先在全国首批

实施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配套建设

广东省银行结算账户备案管理系统、推

行小微企业银行结算账户22条负面清单

等创新举措，大幅提升了民营、小微企业

银行账户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满意度。 坚

持民生支付先行思路， 积极打造大湾区

移动支付无障碍示范区， 先后创新开展

港澳居民代理见证开立内地个人银行账

户，推出粤港电子支票联合结算，粤港、

粤澳跨境电子直接缴费业务， 推动港澳

版云闪付等5个跨境电子钱包在内地使

用， 大幅提升了大湾区民众享受便捷支

付的获得感。

目前， 广东的支付系统年资金处理

量已突破1000万亿元， 银行机构移动支

付年交易量超过247亿笔，金额近58万亿

元， 为打造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和助推广

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合一账户”的构成

试点将以 “币种

+

账号 ”的模式构建

囊括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外汇账户、跨

境人民币账户、自由贸易账户（

FT

）、境外

机构账户（

NRA

）等几乎所有银行结算账

户的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支持

存款人通过开立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

户对多币种资金进行收付结算

和集中统一管理。

近日河南省多地遭受严重暴

雨洪灾影响，为驰援河南人民对抗

暴雨灾害，7 月 24 日，南方基金向

河南省慈善总会捐款 300 万元，助

力政府和社会各界保障河南当地

群众人身安全、采购紧急救灾物资

和灾后重建的工作。

作为国内资产管理规模位居

前列的基金公司，南方基金高度重

视社会责任的履行，积极开展各项

环境保护及公益慈善活动，累计捐

款捐物逾千万元，以爱心企业的责

任形象树立行业标杆，打造责任南

方、爱心南方、幸福南方。

2020 年的新冠疫情牵动着亿

万人民的心，全国上下、各行各业

众志成城投身“抗疫战”。 疫情之

初，南方基金第一时间向武汉市慈

善总会捐赠 200 万元，为抗击新冠

疫情贡献一份基金力量。

成立二十三年来，南方基金始

终将客户托付作为发展根基，致力

于为客户和社会持续创造价值。在

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履

行社会责任，用业绩回报和实际行

动诠释资产管理公司的初心和使

命。

洪灾无情，人间有爱。 风雨过

后，必有彩虹。 向所有一线救援人

员致敬， 愿所有灾区同胞健康平

安！

专题

驰援河南

南方基金捐款 300万元

中加消费优选基金正式发行

近年来，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

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更多依

靠消费引领、服务驱动的新特征，同时

在各项消费政策的驱动下，消费行业具

备天然的长期扩容空间。 在此背景下，

公募基金争相布局消费这一高品质赛

道。据悉，中加消费优选混合型基金于7

月23日起正式发行，投资者可借“基”一

键布局，分享消费品质升级背景下的投

资机遇。

资料显示， 中加消费优选基金股

票投资比例占基金资产的60%~95%

（港股通标的股票投资比例不超过基

金股票资产的

50%

）

，布局沪、港、深三

地市场“泛消费”高品质赛道，全面覆

盖必选/可选消费、医药、互联网、现代

服务等，从中寻找有确定盈利模式、紧

跟升级趋势和行业变革的优质公司。

在个股选择上， 该基金将自上而下宏

观分析与自下而上精选个股相结合，

坚持“成熟商业模式、核心竞争优势、

高资本回报率、合理估值”四个标准，

精选泛消费领域具备良好成长性和价

值回报的股票。

梁海祥

全国医保电子凭证用户超

7.2

亿

据新华社电

医保电子凭证由全

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签发，是参保群

众和相关机构的身份标识。记者26日从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截至

目前，医保电子凭证全渠道激活用户超

7.2亿，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

已支持使用医保电子凭证。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介绍，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的《关于优化医保

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明确优化医保领

域服务便民的总体目标，加快推动医保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切实提高

医保服务水平。

“医保电子凭证是打通医保领域全

流程便民服务的一把金钥匙。 ”国家医

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华波介绍，

医保电子凭证全国通用、 方便快捷、应

用丰富、安全可靠，在优化医保便民服

务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改善就医购

药体验、“互联网+”医保服务、优化适老

服务、新冠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助力作

用。

黄华波介绍， 以改善就医购药体

验为例， 参保群众不需要携带实体卡

证， 通过医保电子凭证就可以完成挂

号就诊、 医保结算、 检查取药等相关

医疗服务， 有效改善群众的就医购药

体验。

据介绍，国家医保局将继续优化医

保便民服务的措施，推广应用医保电子

凭证，群众可自主选择社保卡、医保电

子凭证和身份证，有效提升医保公共服

务的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医保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