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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如何保证汇款安全进出中国

中国有限制资金进出中国大陆的相关外汇管理规定。虽然国家外汇管理局、银行和税务局
制定了许多官僚主义的规定，但好消息是，只要目的和配套文件合规，资金进出就可以正
常完成。本文提供了对资金进出中国的总结和建议。

- 确保任何进入中国的资金都有相关文件支持，并进行备案。所有进入中国的资金都
应该按服务、产品和投资收入分类登记。

- 投资既包括注册资本，也包括投资贷款——这类资金需要提前登记，形成公司章
程。如果是合资企业，则需签订合资合同。股息可以从税后利润或投资贷款利息中
扣除。

- 股息可以从已经审计的留存收益或已缴纳和申报的企业所得税中扣除，调低准备金
率 。

- 中国实体企业只有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登记后才能偿还贷款，需签署贷款协议并进行
登记。如资金是以公司间贷款的形式汇到中国，且资金总额不包括贷款准备金，也
未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进行登记，则不能偿还贷款。

- 除非有费用分摊协议，国家外汇管理局不允许中国企业多次重复偿付海外公司的同
一类别费用。因此，中国企业应当一次性直接承担并支付海外公司的费用，或者在
当前架构下支付不同类别的服务项目的费用。

- 对于所有由外部公司或关联公司提供的服务，协议必须写明服务性质和收费方式，
且表述需要与税务机关认为不可扣除的管理费做出区分。

- 为了避免“常设机构”受到税务机关挑战，扣缴企业所得税，需要保证项目、人员等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所规定的对象在中国不超过183天。向中国境内外提供服
务的企业需签订两份不同的服务协议，或将一份协议分为两部分，一份关于境外人
员在中国境内提供的服务，一份关于完全在境外提供的服务。

- 在进行境外交易前，所有未缴税款须向税务局清算完结。也可以在中国常设机构、
银行和地方税务局之间达成一个三方协议，定期扣除预扣税，确保满足所有税收要
求，便于在中国境外进行交易。

- 对包括支付服务费和版税在内的任何海外交易，如单笔汇款不超过5万美元，可以
在获得税务局批准并向银行出示合同（按要求进行注册）和发票后进行付款。单笔
汇款超过5万美元，需从税务局取得加盖公章的海外付款记录，并提交给银行；单
笔汇款超过20万美元，银行要先提交国家外汇管理局获得授权。为方便起见，建议
单笔汇款额在20万以下，避免受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审批，或者对于规模较大且正在
进行的合同，可先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清算。

- 版税的付款也遵循类似的登记规定，不同之处在于协议必须首先向相关部门登记，
其中须包含版税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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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

审计与鉴证服务
外部审计
中国法定审计

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审计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审计

香港法定审计

内部审计
财务舞弊调查

法务会计

专用审计
外汇审计

版权审计

资本验证审计

估价服务
企业估价
损失评估

知识产权估价

资产估价

特殊目的估价

企业融资
债务重组

企业并购、处置与融资

收购兼并
交易咨询服务

企业并购剥离

企业并购整合

财务尽职调查

 

商务服务

企业注册与变更
企业现金流管理 

印章保管服务 

市场进入咨询

企业证照变更

企业年审和年报

企业秘书服务

企业股权转让 / 并购与重组

背景 / 信用调查

企业注销与破产

人力资源服务
外籍人员及其家属的中国签证服务

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财务外包服务
 

会计与记账
预算

编制财务报告

总部财务报告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外包

财务管理

首席财务官

资金管理
开立银行账户

薪资处理
建立薪酬管理体系

外籍员工

本地员工

员工短期外派服务
 

税务服务

个人所得税
移民税务和投资

美国、海外个人所得税规划和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支付 

个人所得税退税申请

外籍员工个人所得税的申报

本地员工个人所得税申报

公司税务
税务咨询
企业税务筹划

业务重组咨询

价值链分析

境内外投资咨询

转移定价

税务申报
税务尽职调查

税务注销

税务罚款谈判

退税申请

代表企业应对税务审计

增值税和关税咨询

申请完税证明

增值税相关申请

增值税与营业税申报

企业所得税申报 

 

特殊风险与会计管理服务

内部控制
系统

风险评估

萨班斯法案 第 404 条款

会计准则、美国联交所和国际会计准则
遵循服务
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适用美国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编制  

美国会计准则的转换

其他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的转换

上市公司合规性

财务报告的编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账务梳理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财务报告编制

适用国际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合规性

证监会
美国联交所上市公司合规性

 

法律服务

法律咨询
劳动法律咨询
缩减劳动力咨询服务

劳动法庭援助与咨询服务

劳动法规的审核

制定并审核劳动合同

企业法律顾问
法律尽职调查

企业重组咨询

制订和审核公司章程

制订并审核合资合同

拟定并审核派遣协议

其他法律服务
争端调解与咨询

商标与知识产权咨询服务

债务回收协助

诉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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