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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日益常态化，外经贸企业面

临的汇率风险加大，理性看待汇率波动、做好汇率风险管理，

已成为外经贸企业稳健经营的必修课。我国外汇市场已具备

即期、远期、掉期、货币掉期和期权等主要外汇交易产品类

型，可满足企业汇率避险管理需求。同时，凡使用外汇结算

的跨境交易，也可使用人民币结算，从根本上规避汇率风险。 

在近期相关调研中，不少企业提出希望借助金融产品进

行汇率避险，但对相关产品了解有限。为此，我们会同相关

部门组织金融机构编写本手册，梳理了企业使用外汇避险产

品及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主要场景，包括相关业务开展的政策

依据、产品特点及优势、办理流程和典型案例，旨在帮助外

经贸企业强化汇率避险意识、用好汇率避险工具，在外汇管

理中进一步树立“财务中性”理念，合理运用外汇市场工具

开展套期保值，减少押注汇率单边变化的行为，希望该手册

为企业更好应对汇率风险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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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汇率避险产品使用 

一、主要监管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532号）  

2.《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14‟第 2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汇发[2014]53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远期结售汇业务有关外汇

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18‟3 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

善真实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6‟7 号） 

6.《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

的通知》（汇发„2017‟3 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外汇管理 支持涉外业务

发展的通知》（汇发„2020‟8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

（2020 年版）>的通知》（汇发„2020‟14号） 

9.《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

化的通知》（汇发„2019‟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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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优势及注意事项 

1.产品优势 

基于真实合规贸易背景，对于未来有收付汇需求且愿意

套期保值的企业，汇率避险产品可提前将外币经营成本或者

销售收入进行锁定，降低汇率波动对经营利润的影响，助力

企业稳健发展。 

2.注意事项 

树立汇率风险主动管理意识。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

性增强的背景下，如果不主动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会让企业

生产经营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可能使辛苦经营得来的财富大

幅缩水。 

理性评价汇率避险产品效果。使用汇率避险产品的目的

并非实现盈利，不应单独评价衍生合约的盈亏，而应重点衡

量避险产品是否有效帮助企业锁定了成本或利润。企业应当

树立“财务中性”理念，减少押注汇率单边变化的行为。 

根据实需选择合适汇率风险管理产品。应结合企业自身

汇率风险敞口、风险偏好、风险承担能力等情况，选择适合

的结售汇衍生产品，避免过度套保或套保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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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流程 

（一）交易前 

1.风险评估。企业事前需接受银行金融衍生产品适合度

评估，并提供相关证明和授权材料。 

2.协议签署。完成适合度评估后，与银行签署结售汇产

品协议，明确产品介绍和交易规则；对拟通过企业网银、手

机银行、电子交易平台等线上渠道办理的，另需签订电子渠

道服务协议。 

3.开立账户。企业在银行开立满足结售汇产品需要的资

金核算账户，用以落实保证金并办理资金交割。 

4.背景审核。银行按照展业三原则，对企业申请办理的

结售汇衍生产品开展实需背景审核，确认客户具有对冲外汇

风险敞口的真实需求。 

（二）交易中 

1.交易申请。企业填写交易委托书，认真阅读并承诺知

晓相关风险提示。 

2.交易受理。银行核实客户准入、适合度评估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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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审批。银行受理企业申请后，启动内部审批受理

流程。 

4.交易达成。交易达成后，银行向企业出具结售汇成交

确认书。 

（三）交易后 

1.存续期管理。银行定期计算结售汇衍生合约浮动盈

亏，填写市值评估报告，并及时告知企业；对于需要追加保

证金的，提示企业补缴保证金。 

2.交易到期交割。企业办理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交割

时，向银行提供有效凭证或商业单据；银行审核无误后，与

企业完成资金交割。 

3.特殊处理。在合约交割日前或合约交割日因真实需求

背景发生变更而无法履约的，企业可向银行申请对应金额的

反向平仓或展期、到期部分交割和分批交割等特殊处理。 

四、产品及案例介绍 

（一）远期结售汇 

1.产品介绍 

企业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约，约定在成交日后两个

工作日（不含）以上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和汇

率，在交割日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约约定的币种、金额、汇

率办理的结汇或售汇业务。 

按照到期结算方式不同，远期结售汇可分为全额交割和

差额交割两种。全额交割下，交易双方按照事前约定的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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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收付人民币和外汇本金。差额交割下，交易双方按照事

前约定的远期汇率与到期时的差额交割汇率计算轧差损益

并以人民币交割。 

2.产品特点 

远期结售汇是最基础的汇率衍生工具，结构简单，应用

最为广泛。 

3.相关案例 

案例一：远期结汇 

某家电制造出口企业预计 3 个月后将收到 1000 万美元

销售收入。为做好汇率风险管理，该企业与银行签订 3个月

远期结汇合约，远期结汇价格为 6.6800。3 个月后，企业按

照 6.6800的汇率在银行结汇，向银行支付 1000万美元兑换

得到 6680 万元人民币。如果企业未签订远期合约，则 3 个

月后按照市场价格结汇，如人民币升值到 6.6600，则企业

1000 万美元销售收入结汇得到 6660 万元人民币，与签订远

期合约相比收入减少 20 万元人民币。企业通过在银行办理

远期结汇，提前锁定了收益，规避了人民币汇率升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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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远期购汇 

某石化能源进口企业预计 1 个月后将对外支付 1000 万

美元采购货款。为做好汇率风险管理，该企业与银行签订 1

个月远期购汇合约，远期购汇价格为 6.6420。1个月后，企

业按照 6.6420的汇率在银行购汇，向银行支付 6642 万元人

民币，兑换得到 1000 万美元；如果企业未签订远期合约，

则 1 个月后按照市场价格购汇，如人民币贬值到 6.7500，则 

企业 1000万美元货款需支付 6750万元人民币，与签订远期

合约相比采购成本增加 108万元人民币。企业通过在银行办

理远期购汇，提前锁定了成本，规避了人民币汇率贬值风险。 

 

案例三：远期购汇差额交割 

某外贸企业于 3月 6日向银行借入 6个月国内外汇贷款

1000 万美元，还款日为 9 月 10 日，预计贷款到期前有外汇

收入可用于还款，但存在不确定性。为规避汇率风险，企业

与银行签订交割日为 9月 10日的 1000万美元远期购汇合约，

约定远期购汇汇率为 6.9900，交割方式为差额交割。9 月 10

日，当天参考汇率为 7.1350、高于远期购汇合约约定汇率，

企业可获得差额交割收益（7.1350-6.9900）*1000=14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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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若企业到期时未收到美元收入，则在 9 月 10 日需

以 7.1350的价格购汇还款，即支付 7135万元人民币，考虑

到差额交割收入后，企业实际购汇成本为（7135-145）

/1000=6.9900。通过远期购汇差额交割，该外贸企业实现了

将外汇贷款的还款成本锁定在 6.9900的目标。 

 

 

（二）外汇掉期 

1.产品介绍 

企业与银行签订人民币外汇掉期合约，同时约定两笔金

额一致、买卖方向相反、交割日期不同、交割汇率不同的人

民币对同一外汇的买卖交易，并在两笔交易的交割日按照掉

期合约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的结汇或售汇业务。 

2.产品特点 

人民币外汇掉期可一次性锁定外币资金收付在期初和

期末的兑换汇率，便利灵活调剂本外币资金，满足企业币种

错配管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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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案例 

案例一：近端结汇、远端购汇 

某外贸企业近期收到一笔出口业务收入 1000 万美元，

计划用于国内采购原材料。该企业与银行签订近端结汇、3

个月后购汇的掉期结售汇合约，近端结汇价格为 6.6200,3

个月后购汇价格为 6.6850。掉期结售汇有效满足了企业本外

币资金错配的管理需求。 

 

 

 

 

 

案例二：近端购汇、远端结汇 

某外贸企业近期需对外支付一笔进口采购款 1000 万美

元，同时预计 1 个月后可收到出口销售收入 1000 万美元。

该企业与银行签订近端购汇、1 个月后结汇的掉期结售汇合

约，近端购汇价格为 6.6220,1 个月后结汇价格为 6.6400。

掉期结售汇有效满足了企业本外币资金错配的管理需求，同

时锁定购汇成本和结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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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汇货币掉期 

1.产品介绍 

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是银行为企业提供的，在期初期末

以相同汇率交换本外币本金，存续期间以约定汇率和利率交

换利息的外汇衍生产品。以企业持有外币贷款或发行外币债

券场景下，与银行签订外汇货币掉期合约为例，现金流交换

情况如下： 

 

2.产品特点 

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适用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希望同

时规避汇率利率变动风险的企业。一是期初与期末本金交换

方式灵活，可选择起息日和到期日两次均交换本金、两次均

不交换本金、仅一次交换本金；二是支持多种利息交换方式，

包括浮动利率换固定利率、固定利率换固定利率、浮动利率

换浮动利率；三是结构多样，可使用本金摊销，可挂钩多种

标的，其中人民币可挂钩 SHIBOR、7 天回购定盘利率、1 年

期定期存款利率、LPR 等，美元、欧元、港币等外币可挂钩

对应币种的 LIBOR、EURIBOR、HIBOR、固定利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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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案例 

某企业借入 1000 万美元 6 个月期限外币贷款，按季付

息，利率类型为 3个月 Libor+50bp。为规避利率和汇率风险，

企业同时与银行签订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合约，约定期初结

汇汇率和 6个月后购汇汇率均为 6.9000，期间以美元 3个月

Libor 和人民币一年期 LPR 为参考基准，进行利息互换。企

业通过在银行办理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一是将外币利

息支出转化为人民币利息支出，规避了贷款存续期间因汇率

波动导致外币利息成本增加的风险；二是锁定期末购汇偿还

本金的汇率成本；三是若在贷款存续期内人民币 LPR 下行，

企业还可降低融资成本。 

（四）外汇期权及期权组合 

1.产品介绍 

人民币对外汇期权是银行为企业提供的，约定期权买方

在期初支付一定的期权费后获得未来按合约约定汇率买卖

外汇权利的衍生交易服务，期权费币种为人民币，结算方式

可选择全额或差额。 

人民币对外汇期权按照交

易方向可分为买入期权和卖出

期权两类。企业买入期权，期初

需支付期权费，在到期日可享有

按照约定价格执行合约的权利；

企业卖出期权，期初可获得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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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收入，在到期日若买方行权，则需承担按照约定价格履行

合约的义务。 

人民币对外汇期权按照合约类型可分为看涨期权和看

跌期权两类。看涨期权，指期权买方有权在到期日以执行价

格从期权卖方买入约定数量的外汇；看跌期权，指期权买方

有权在到期日以执行价格向期权卖方卖出约定数量的外汇。 

期权组合是指企业同时办理两个或多个人民币对外汇

期权，常见的期权组合包括但不限于： 

（1）外汇看跌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企业针对未来的实

际结汇需求，买入一个执行价较低（以一单位外汇折合人民

币计量执行价格，以下同）的外汇看跌期权，同时卖出一个

执行价格较高的外汇看涨期权。 

（2）外汇看涨风险逆转期权组合：企业针对未来的实

际购汇需求，卖出一个执行价较低的外汇看跌期权，同时买

入一个执行价较高的外汇看涨期权。 

2.产品特点 

人民币对外汇期权及期权组合是一种兼具确定性和灵

活性的套期保值工具。通过买入人民币对外汇期权进行套期

保值，不需要缴纳保证金或占用授信，把外汇风险的最大损

失额度控制在期权费用之内，还保留了可从有利的汇率波动

中获取收益的机会；通过卖出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企业可以

获取期权费收入，在承担一定程度市场波动风险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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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结售汇成本；通过办理组合期权可实现零成本、减少成

本支出，也可根据企业预期将结售汇价格锁定在目标区间。 

3.相关案例 

案例一：结汇方向买入外汇看跌期权 

11 月 11日，即期汇率 6.6200，某企业预期未来 1 个月

有 1000 万美元外汇收入须办理结汇。为防范人民币升值风

险，同时享有汇率可能贬值带来的好处，企业买入 1 个月期

限，执行价 6.5700 的美元看跌期权，期初支付期权费 16万

元人民币。  

到期日，一是若人民币汇率升值至 6.5000，则企业行权，

可按照 6.5700 价格结汇，成功规避了升值风险；二是若人

民币汇率贬值至 6.8000，则企业放弃行权，可按照 6.8000

结汇，享受人民币汇率有利变动带来的好处。 

通过买入外汇看跌期权，企业可将未来结汇的最差汇率

锁定在期权的执行价水平，在规避人民币升值风险的同时，

可享受人民币汇率可能贬值带来的好处。 

 

企业买入外汇看跌期权情景分析（执行价 6.5700） 

到期日即期汇率 行权情况 企业结汇价格 效果 

小于等于 6.5700 企业行权 6.5700 成功规避人民币汇率升值风险 

大于 6.5700 企业不行权 按照到期日即期汇

率结汇 

享受人民币汇率贬值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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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结汇方向卖出外汇看涨期权 

11 月 11 日，即期汇率 6.6200，1 个月远期结汇汇率为

6.6380。某企业 1 个月后有 1000万美元外汇收入需要结汇，

为降低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同时获取较好的结汇价，企业向

银行卖出美元看涨期权，期限 1个月，执行价 6.7000，收到

期权费 20万元人民币。 

到期日，若即期汇率为 6.6700，银行买入的看涨期权不

行权，则企业按照市场价 6.6700 结汇。考虑到期初期权费

收入后，企业实际结汇价为 6.6900，优于到期时办理即期结

汇，也优于期初办理远期结汇。 

需关注的是，若到期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企业仍需承

担一定汇率波动风险。例如到期时市场汇率为 6.5700，银行

买入的看涨期权不行权，则企业按照 6.5700 结汇，考虑到

期初期权费收入后，企业实际结汇价为 6.5900，差于期初办

理远期结汇，但优于到期办理即期结汇；若到期人民币汇率

大幅贬值，企业仍需按照约定的执行价结汇，无法享受贬值

带来的好处。例如到期时市场汇率为 6.9000，银行买入的看

涨期权行权，企业按照 6.7000 结汇，考虑到期初期权费收

入后，企业实际结汇价为 6.7200，优于期初办理远期结汇，

但差于到期办理即期结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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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卖出外汇看涨期权，企业一方面在期初收到期权费

收入，从而改善到期结汇的价格；但另一方面也将未来结汇

的最优汇率锁定在期权的执行价水平，在人民币大幅升值场

景下仍面临一定汇率风险，也无法享受人民币大幅贬值带来

的好处。 

 

企业卖出外汇看涨期权情景分析（执行价 6.7000） 

到期日即期汇率 行权情况 企业结汇价格 效果 

大于等于 6.7000 银行行权 6.7000 锁定结汇汇率 

小于 6.7000 银行不行权 按照到期日即期汇率结汇 承担一定汇率波动风险 

 

案例三：结汇方向零成本风险逆转期权组合 

某企业 3 个月后有一笔 1000 万美元收汇须办理结汇，

目前即期汇率为 6.6200，3个月远期结汇汇率为 6.6825。该

企业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希望获得较好结汇价格；预期人

民币汇率窄幅震荡，或小幅贬值。 

根据需求，企业可在银行办理卖出 3 个月执行价 6.73

看涨期权、同时买入 3 个月执行价 6.58 看跌期权，买入期

权的期权费支出和卖出期权的期权费收入轧差为零。 

到期时，可分为三种场景，一是人民币升值突破 6.5800，

例如市场汇率为 6.5000，则该企业仍可按照 6.5800 结汇，

成功规避了人民币升值风险；二是人民币汇率波动介于

6.5800 到 6.7300 之间，例如市场汇率为 6.7000，则企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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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市场价格 6.7000 结汇，保

留一定价格灵活度；三是人民

币贬值突破 6.7300，例如市场

汇率为 6.8000，则企业仍需按

照 6.7300 的价格结汇，虽然

结汇价格低于到期时的市场

汇率，但优于期初签订远期合

约的价格。 

 

通过零成本风险逆转结汇期权组合，企业期初无需支付

任何费用，可将未来结汇价格锁定在一定区间内，保留一定

灵活性的同时达到管理汇率风险的目的。 

 

结汇方向零成本风险逆转期权组合情景分析 

（企业买入看跌期权执行价 6.5800、卖出看涨期权执行价 6.7300） 

到期日即期汇率 行权情况 企业结汇价格 效果 

小于等于 6.5800 

企业行权、 

银行不行权 

6.5800 

成功规避人民币汇率升值

风险 

大于 6.5800、小于

6.7300 

企业不行权、 

银行不行权 

按照到期日即期汇率

结汇 

保留一定价格灵活度 

大于等于 6.7300 

企业不行权、 

银行行权 

6.7300 锁定结汇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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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购汇方向买入外汇看涨期权 

11 月 11日，即期汇率 6.6200，某进口企业 1个月之后

需对外支付 1000 万美元，为防范人民币贬值风险同时享受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该企业向银行买入 1个月期限、执

行价 6.7500 的美元看涨期权，支付期权费 15 万元人民币。 

到期时，若即期汇率贬值至 6.8000，企业行权，可按照

6.7500 的价格购汇，成功规避了人民币汇率贬值风险;若人

民币汇率升值至 6.5000，则企业不行权，以更优的市场价格

6.5000 购汇支付。 

通过买入外汇看涨期权，企业可将未来购汇的最差汇率

锁定在期权的执行价水平，在规避人民币贬值风险的同时，

享受人民币汇率可能升值带来的好处。 

 

企业买入外汇看涨期权情景分析（执行价 6.7500） 

到期日即期汇率 行权情况 企业购汇价格 效果 

大于等于 6.7500 企业行权 6.7500 成功规避人民币汇率贬值风险 

小于 6.7500 企业不行权 

按照到期日即期

汇率购汇 

享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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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购汇方向卖出外汇看跌期权 

11 月 11 日，即期汇率 6.6200，1 个月远期购汇汇率为

6.6385。某企业 1 个月后有 1000 万美元购汇需求，为降低

人民币贬值风险同时获取较好购汇价，企业向银行卖出美元

看跌期权，期限 1 个月，执行价 6.5900，期初企业收到期权

费 20 万元人民币。 

到期日，若即期汇率为 6.6000，银行买入的看跌期权不

行权，则企业可按照市场价 6.6000 购汇，综合考虑期初期

权费收入后，实际购汇成本为 6.5800，优于到期时办理即期

购汇，也优于期初办理远期购汇。 

需关注的是，若到期时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企业仍承

担一定汇率波动风险。例如到期时市场汇率达到 6.7000，则

企业需按照 6.7000 购汇，考虑到期权费收入后，实际购汇

成本为 6.6800，差于期初办理远期购汇，但优于到期办理即

期购汇。若到期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企业仍需按照约定的

执行价购汇，无法享受升值带来的好处。例如到期时市场汇

率为 6.5000，银行买入的看跌期权行权，企业按照 6.5900

购汇，考虑到期初期权费收入后，企业实际购汇价为 6.5700，

优于期初办理远期购汇，但差于到期办理即期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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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卖出外汇看跌期权，企业一方面收到期权费收入，

从而改善到期购汇的价格；但另一方面也将未来购汇的最优

汇率锁定在期权的执行价水平，在人民币大幅贬值场景下仍

面临一定汇率风险，也无法享受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好

处。 

 

企业卖出外汇看跌期权情景分析（执行价 6.5900） 

到期日即期汇率 行权情况 企业购汇价格 效果 

小于等于 6.5900 银行行权 6.5900 锁定购汇汇率 

大于 6.5900 银行不行权 按照到期日即期汇率购汇 承担一定汇率波动风险 

 

案例六：购汇方向零成本风险逆转期权组合 

某企业 3 个月后将对外支付 1000 万美元采购货款，目

前即期汇率为 6.6200，3 个月远期购汇汇率为 6.6830，该企

业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希望改善购汇价格；预期人民币汇

率区间震荡，可能小幅升值。 

根据需求，企业可在银行办理卖出 3 个月执行价 6.6500

看跌期权、同时买入 3 个月执行价 6.7500 看涨期权，买入

期权的期权费支出和卖出期权的期权费收入轧差为零。 

到期时，可分为三种场景，一是人民币贬值突破 6.7500，

例如市场汇率为 6.8500，则该企业仍可按照 6.7500 购汇，

成功规避了人民币贬值风险；二是人民币汇率波动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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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00 到 6.7500 之间，例如市场汇率为 6.6700，则企业按

照市场价格 6.6700 购汇，保留一定价格灵活度；三是人民

币升值突破 6.6500，例如市场汇率为 6.6000，则企业仍需

按照 6.6500 的价格购汇，虽然购汇价格高于市场即期汇率，

但优于期初签订远期合约的价格。 

通过零成本风险逆转购汇

期权组合，企业期初无需支付

任何费用，可将未来购汇价格

锁定在一定区间内，保留一定

灵活性的同时达到管理汇率风

险的目的。 

 

购汇方向零成本风险逆转期权组合情景分析 

（企业买入看涨期权执行价 6.7500、卖出看跌期权执行价 6.6500） 

到期日即期汇率 行权情况 企业购汇价格 效果 

大于等于 6.7500 

企业行权、 

银行不行权 

6.7500 

成功规避人民币汇率贬

值风险 

大于 6.6500、 

小于 6.7500 

企业不行权、 

银行不行权 

按照到期日即期汇率

购汇 

保留一定价格灵活度 

小于等于 6.6500 

企业不行权、 

银行行权 

6.6500 锁定购汇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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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跨境人民币结算 

一、主要监管政策 

1.《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

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9‟第 10 号） 

2.《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银

发„2009‟212 号） 

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

有关政策的通知》（银发„2013‟168 号） 

4.《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

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 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

168 号） 

5.《关于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业务政策促进贸易投资

便利化的通知》（银发„2018‟3 号） 

6.《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

税务总局、中国银监会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

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186 号） 

7.《北京地区对外承包工程类优质诚信企业跨境人民币

结算业务便利化方案》（京自律函„2020‟10 号） 

8.《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

民银行公告„2011‟第 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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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令 2017 年第 11 

号） 

二、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优势 

1. 规避汇率风险，降低财务成本。使用跨境人民币结

算，可以规避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 

2. 使用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流程简便。无需外币结

算和汇率折算，便于企业进行财务核算，加快结算速度;优

质诚信企业可凭《跨境人民币结算收/付款说明》，直接办

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资本项目人民币跨境收入在境内

依法合规使用，无需事前逐笔提交真实性证明材料。 

三、业务场景及案例介绍 

（一）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 

1.业务介绍 

凡依法可以使用外汇结算的跨境交易，企业都可以使用

人民币结算。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方式与外币相同，主

要包括信用证、托收、电汇等。 

2.业务特点 

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使用跨境人民币结算，有助于逐步形

成以人民币计价的价格发现和形成机制，有助于深化境内以

人民币计价的原油、铁矿石等期货市场发展，从而逐步提升

企业的议价能力，并将提高企业在大宗商品贸易中的话语权

和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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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案例 

案例一：多年来，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基本上都是采用美

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国内进口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价格变

动并承受汇率风险。以境内 B钢铁集团为例，其生产的钢材

以内销为主，自有外汇资金较少，进口铁矿石所需美元几乎

全部来自购汇，汇率风险较为突出。2020年以来，B 集团在

进口铁矿石的贸易中，开始使用跨境人民币结算。在此过程

中，银行借助区块链贸易融资平台 Contour完成了信用证开

立、交易、审核和签发等流程。随着交易流程的不断完善，

B 集团已从试单向一定数量的常态化结算过渡。这不仅标志

着铁矿石领域人民币结算取得重大突破，也形成了一些可资

借鉴的经验，对其他大宗商品人民币结算起到积极示范作

用。 

案例二：企业利用设立在香港、新加坡的贸易平台公司，

可以完成“跨境人民币结算+ 人民币融资+ 套期保值”全流

程业务，有效规避汇率风险，拓宽结算渠道。以新加坡为例，

企业在新加坡的贸易平台公司与境内母公司签订人民币计

价合同，并采用人民币远期信用证结算，在交单后办理人民

币贴现，同时即期换汇成美元支付上游供应商，即“远期人

民币信用证+ 人民币贴现+ 即期美元换汇”。 

D 企业是境内 C 集团的新加坡贸易平台，长期为境内钢

厂采购生产所用的铁矿石，交易模式为境内公司开立人民币

远期信用证，D 企业背对背开立美元信用证给上游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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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加坡 A 银行发挥人民币融资成本较低优势，支持

D 企业使用“远期人民币信用证+ 人民币贴现+ 即期购汇美

元”方案，与采用“远期美元信用证+ 美元贴现+ 远期购汇

锁汇”方式相比，企业资产和负债都为人民币，有利于规避

汇率风险，优化财务报表。当人民币融资组合相比“美元融

资+ 汇兑”的产品组合存在成本优势时，不仅可以降低财务

成本，还能提供更多的结算及融资途径。 

 

（二）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 

1.业务介绍 

服务贸易包括加工服务、保险服务、通信服务、建筑服

务、销售服务、交易中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

旅游及相关服务、交通运输服务等。企业涉及上述跨境交易

可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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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案例 

境内 A企业是大型石油类对外承包工程企业，2017 年 4

月，A 企业与境外俄罗斯 B 企业签订了总承包合同，由 A 企

业指派人员前往俄罗斯参与承包工程建设，B 企业则按照总

承包合同要求，根据工程时间进度向境内 A企业通过跨境人

民币方式支付服务贸易项下的工程款项。 

（三）对外承包工程跨境人民币结算 

1.业务介绍 

银行可为对外承包工程类企业提供全流程的跨境人民

币服务贸易结算，包括：为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活动前期

费用的对外支付，如咨询费、勘察调查费、编制费、资料费、

翻译费等；在对外承包工程合同签约后，为未在承包工程所

在经济体设立任何机构的企业从工程所在地或第三国采购

的设备定期对外支付的相关费用，如境外工程调试费、修理

费、设备租赁费、清关运输费、代理费，以及分包费、建设

咨询费、境外工地工人工资、办公费、水电费等日常开支。 

2.业务特点 

根据《北京地区对外承包工程类优质诚信企业跨境人民

币结算业务便利化方案》，银行可为对外承包工程类优质诚

信企业提供便利化试点服务：一是企业可凭收付款指令直接

办理货物、服务贸易以及资本项目人民币跨境收入资金境内

支付使用；二是支持企业为确保项目开工运转向境外承包工

程项目汇出资金；三是支持企业外派员工工资薪酬跨境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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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四是鼓励银行境内外联动，提供境外开户、流动性管理

等全流程综合服务。 

 

 

 

3.相关案例 

案例一：2019 年 6 月，境内 C集团和 D 集团组成的联营

体中标“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重点项目。2020

年一季度，A 银行凭借企业付款说明，为其办理了该项目项

下办公用品采购、维修保养、租赁服务等费用的对外支付，

金额共计 50 万元人民币。 

案例二：境内 B企业参与某跨国铁路项目建设，目前该

项目处于开工阶段。2020 年 3月，A银行凭借企业付款说明，

为其办理了办公用品采购款、设备采购款、租赁服务费（房

屋、设备和汽车等）、劳务费用（工资、翻译、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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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用款的对外支付，金额共计 500万元人民币，为企业

境外项目及时开工运转提供了有力支持与保障。 

案例三：境内 C企业开展菲律宾地区对外承包工程建设，

B 银行为 C 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类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

垫资业务。企业使用 500 万额度的垫资款试点政策，满足了

其项目开工运营阶段的垫资款汇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中常见的先开工后落实工程承包合

同带来的展业问题。 

（四）外派员工其他经常项下汇款 

1.业务介绍 

依据个人其他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政策，为满足个人项

下雇员报酬、赡家款等人民币跨境结算需要，银行可按照展

业三原则，内外联动为境外中资企业办理外派员工的人民币

跨境代发工资，便利境内个人将境外合法收入以人民币汇回

境内使用。 

2.相关案例 

案例一：为满足境内 A企业全球员工的发薪资金畅通，

B 银行为 A 企业创新开发了人民币 NRA 账户发薪系统。A 企

业的境外机构可在 B 银行开立人民币 NRA 账户，A 企业向 B 

银行提供工资单、收支申报单等真实性材料并发送付款指令

后，实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薪需求。 

案例二：针对在印度尼西亚的中资企业，Z 银行推出了

“对公向对私”以及“个人对个人“的多种跨境人民币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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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链接起海外代发薪、跨境汇款、账户开立等一揽子产

品服务，服务范围扩展至印尼雅万高铁项目、青山工业园等

项目及多家在当地开展业务的企业。 

（五）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 

1.业务介绍 

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是指境内企业经相关主管部门核

准或备案，使用人民币资金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在

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所有权、控制权或

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 

2.业务流程 

银行可为企业提供境外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等政策咨

询；为企业办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的各项跨境人民币业务，

包括为境外直接投资所涉主体办理人民币账户开立、境外直

接投资（含前期费用）业务登记和资金汇出汇入使用等（企

业无办理前期费用业务需求的，可直接进行境外投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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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案例 

境内 H企业是一家外向型石化企业，围绕石化产业链投

资发展，其香港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莱投资建设

石化项目，利用国外资源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考虑项目 80%

的投资建设工程及设备供应由中国企业提供，为减少汇率波

动对项目的影响，H 企业的文莱子公司与境内供应商和承建

方签署工程及设备采购合同时，选择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

币。为匹配后续人民币使用需要，减少货币汇兑的财务成本，

H 企业决定以人民币对外出资，投资款用于境内供应商和承

建方结算。Z银行从协助企业办理直接投资登记、到前期费

用汇出、资本金汇出等各环节提供跨境人民币服务，帮助企

业节约财务成本数百万元，同时有效降低汇率风险。 

 

 

 

 

 

 

注：本手册相关案例仅供学习参考，不构成交易的报价承诺。



 

 

 

 

 
 
 
 
 
 

 

政策指导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 

国家外汇管理局经常项目管理司 

商务部财务司 

业务咨询 

（一）汇率避险业务 

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人民币汇率交易处 

杜宇斐  010-66107684 

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外汇远期交易处 

邵文娟  010-88007093 

国家开发银行资金部代客交易处 

徐燕宁  010-88309896 

进出口银行资金营运部货币交易处 

李思慧  010-83578726 

（二）跨境人民币业务 

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局金融合作处 

华  夏  010-88303113 

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跨境人民币业务管理处 

陈灿华  010-66106060 



 

 

 

 

 
 
 
 
 
 

 

农业银行国际金融部人民币业务处 

李吏隐  010-85109484 

中国银行交易银行部跨境人民币与外汇团队 

邢学文  010-66591433 

建设银行国际业务部跨境人民币业务处 

李  婷  010-67596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