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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结算银行港股通跨境资金结算业务指引 

 

根据《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登记、存管、结算

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制定本指引。 

港股通跨境资金结算业务分为两类：一是交易、非交易类资金及

相关税费的换汇与资金划付业务；二是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结算”）进行的交易及风控等业务的资金交收。 

结算银行须经本公司批准获得港股通跨境资金结算业务资格（以

下简称“港股通结算银行”）后，方能开展相关业务。其中，资金划

拨业务通过港股通结算银行内地及香港分支机构办理，其中结算银行

内地分支机构包括结算银行上海及深圳的分支机构，换汇业务通过港

股通结算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办理，与香港结算进行的资金交收等业务

通过本公司指定的港股通结算银行（以下简称“指定开户银行”）香

港分支机构办理。 

本公司授权本公司上海分公司及深圳分公司进行港股通跨境资

金结算业务日常管理。港股通结算银行上海、香港分支机构须与本公

司上海分公司就沪港通下港股通换汇、资金划拨等跨境资金结算业务

签订相关业务备忘。港股通结算银行深圳、香港分支机构须与本公司

深圳分公司就深港通下港股通换汇、资金划拨等跨境资金结算业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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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相关业务备忘。 

一、 交易类资金换汇安排 

各港股通结算银行（含指定开户银行）平均分配每个港股通工作

日1（以下简称“T 日”） 包含交易清算净额与相关税费的交易类资

金全部换汇份额。港股通结算银行于 T-1 日向本公司上海、深圳分

公司提供双边参考汇率2，T日日终提供日终结算汇率报价，T+2 日按

T 日报价与相应份额完成交易类资金换汇及划付。 

本公司将对港股通结算银行日终结算汇率报价进行事后监督，并

可根据需要向市场公布银行报价信息。对于报价明显偏离市场水平的

银行，本公司保留对其采取下调份额等措施的权利。 

（一）换汇份额确认 

本公司通过指定方式向各港股通结算银行提供换汇安排确认表

（具体格式附后）。收到确认表后，港股通结算银行及时确认结果，

并将相关确认文本递交本公司。 

（二）参考汇率的确定 

T-1 日 18:00前，港股通结算银行通过指定方式向本公司提供 T 

日双边参考汇率，深港通下港股通与沪港通下港股通双边参考汇率须

保持一致。其中，双边参考汇率为 T-1 日 17:30 离岸市场港币对人

民币汇率中间价3±3%。该参考汇率作为 T 日的换汇参考价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1
 港股通工作日指港股通交易日或港股通交收日。 

2
 汇率报价精确到小数点第四位，最小报价单位为一个基点，即 0.0001。 

3
 本指引中，离岸市场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为报价时点路透资讯系统显示的买入价与卖出价的平均值。买

入价、卖出价均为银行角度，即银行买入、卖出港币的汇率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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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对市场公布。结算参与人可以此为参考，根据自身及客户风

险管理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其 T 日日间风险控制所采用的汇率。 

如遇离岸人民币市场在 17:30 后发生巨幅波动，港股通结算银

行应及时通知本公司，由本公司协调，修改参考汇率，并通过上交所

和深交所对市场公布最新参考汇率。 

（三）日终结算汇率报价的确定 

1.T 日日间，在收到上交所和深交所发送的相关交易数据后，本

公司将通过指定方式多批次提供各港股通结算银行当日港股通累计

买入成交金额（港币）和累计卖出成交金额（港币）数据。港股通结

算银行可据此作为换汇参考。 

港股通结算银行须建立相关保密机制，确保上述数据仅用作换汇

参考。 

2.T 日日终，本公司上海分公司收到上交所发送的相关交易数据

后，通过指定方式向各港股通结算银行提供沪港通下港股通当日累计

买入成交金额（港币）、当日累计卖出成交金额（港币）、当日交易净

额（港币）及根据交易净额匡算的换汇金额4。 

T日日终，本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指定方式向各港股通结算银行

提供深港通下港股通含交易清算净额与交易税费在内的换汇金额（港

币），即港股通日终结算汇率报价表（具体格式附后）。 

3.港股通结算银行须通过指定方式于收到本公司上海、深圳分公

司发送的上述数据后 5 分钟内向本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提供日终

                                                             
4
 仅作参考，换汇金额以日终清算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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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结算汇率报价。 

在换汇方向一致、离岸市场未发生大幅波动等情况下，港股通结

算银行向本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提供的结算汇率报价应当尽量保持

一致。 

报价须合理，不偏离市场情况，并在当日参考汇率范围内。如因

T 日日间离岸市场大幅波动导致日终结算汇率报价超过参考汇率范

围的，双方可协商后确定。 

4.T 日，本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港币清算完成后通过指定方式向港

股通结算银行提供港股通日终结算汇率报价表（包含交易清算净额与

交易税费在内的换汇金额等数据，具体格式附后）。港股通结算银行

确认后反馈本公司上海分公司。 

5.特殊情况的处理 

（1） 如因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香

港结算或本公司数据调整导致 T 日港股通换汇金额发生调整，且调

整幅度不超过 T 日提供的换汇金额的 1%，本公司按调整后数据向港

股通结算银行发送港股通日终结算汇率报价表。港股通结算银行确认

后，以 T日日终结算汇率于 T+2 日完成调整后换汇金额的换汇。 

若调整金额超过换汇金额的 1%，本公司与港股通结算银行就适

用汇率另行协商。 

（2） 如本公司上海分公司无法在 17:30 前完成 T 日港股通交

易港币清算并计算换汇金额，将通过从上交所获得的交易数据，匡算

相关税费，告知各港股通结算银行进行换汇安排。当晚港股通清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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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本公司上海分公司及时将最新港股通换汇金额告知港股通结算

银行。 

如本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法在 17:30前完成 T日港股通交易港币清

算并计算换汇金额，将根据深交所获得的交易数据，告知各港股通结

算银行进行换汇安排。当晚港股通清算完成后，本公司深圳分公司及

时将最新港股通换汇金额告知港股通结算银行。 

（四）资金交割 

T+2 日，港股通结算银行应按 T 日与本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

确定的日终结算汇率和换汇金额分别进行换汇资金交割。 

二、 交易类资金划付 

（一）T 日交易资金清算净额为应付香港结算 

1.T+2 日上午，本公司与境内结算参与人完成港股通业务相关资

金交收后，向港股通结算银行内地分支机构发送资金划拨指令，将相

关人民币资金汇划至本公司开立在其香港分支机构的账户。 

2.港股通结算银行内地及香港分支机构须互相协调确保相关人

民币资金自本公司指令发出后及时到账，并通知本公司。 

3.港股通结算银行香港分支机构须于 17:00 前按 T 日确定的日

终结算汇率和换汇金额完成 T 日换汇交易的资金交割，并根据本公

司的资金划拨指令将港币资金汇划至本公司开立在指定开户银行香

港分支机构的相关账户，与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协调确认资金

到账。 

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须及时检查各港股通结算银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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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资金是否全额到账。若发现问题，应立即协调相关银行解决问题，

并告知本公司。 

4.18:00，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完成资金交收。 

5.若因个别港股通结算银行资金划付等问题导致指定开户银行

香港分支机构未于 18:00 前全额收妥本公司应付香港结算款项，指

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应暂不向香港结算发送拒付指令，及时通知

本公司并启动授信安排。相关问题由本公司协调解决。 

（二）T 日交易资金清算净额为应收香港结算 

1.T+2 日，港股通结算银行根据本公司于日间向其香港分支机构

发送的人民币资金划付指令，于 17:00 前在其授信额度范围内将人

民币资金划入本公司在内地分支机构开立的账户。内地分支机构须及

时检查资金是否到账，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协调解决，并告知本公司。 

2. T+2 日 18:30 前，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根据本公司的

资金划拨指令，通过香港银行间的港币 RTGS 清算系统完成资金划拨，

并与各港股通结算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做好资金划拨指令的协调，确保

当日按其换汇额度获取港币实头寸。 

三、 非交易类资金换汇及资金划付 

非交易类资金指公司行为类业务资金、非交易过户等业务产生的

印花税等资金。相关资金换汇汇率通过港股通非交易类资金换汇报价

表（具体格式附后）进行确定。 

（一）现金红利、公司收购款及非交易过户印花税的换汇及资金

划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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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金红利、公司收购款的换汇，本公司于换汇当日 10:30 提

交换汇需求，并与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协商确认 T+0 交割的

换汇汇率。完成换汇后，指定开户银行应根据本公司的资金划拨指令，

及时将换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划入本公司开立在其内地分支机构的账

户。相关资金须于当日 15:00 前到账。 

对于非交易过户等业务产生的印花税，本公司在确认境内人民币

账户收妥相关税款后，于 10:30 提交换汇需求，与指定开户银行香

港分支机构协商确认 T+0 交割的换汇汇率。同时，指定开户银行内

地分支机构根据本公司的资金划拨指令，将相关资金划拨至其香港分

支机构。香港分支机构应根据与本公司协商确定的换汇汇率完成换汇，

相关港币资金须于当日 15:00 前到账。 

（二）涉及供股/公开配售的换汇及资金划付 

对于供股/公开配售产生的换汇需求，本公司在换汇日 10:30 提

交换汇需求，与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协商确定 T+1 交割的换

汇汇率。 

换汇日下一港股通工作日 11:00 前，本公司将相应人民币款项

通过指定开户银行内地分支机构汇划至本公司开立在其香港分支机

构的账户。16:00 前，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完成换汇，并于香

港结算规定时点完成相应资金交收。 

（三）其他单笔换汇 

因特殊原因导致的换汇需求，本公司协商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

机构进行换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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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风控资金划拨 

风控资金划拨包括本公司净应付香港结算与净应收香港结算两

类，具体如下： 

（一）净应付香港结算 

1. 风控资金交收日上午，本公司完成港股通第一批次资金交收

后，向指定开户银行内地分支机构发送资金划拨指令，将相关人民币

资金汇划至本公司开立在其香港分支机构的账户。 

2. 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应在 15:00 前检查资金是否到账。

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协调解决，并告知本公司。 

3. 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根据香港结算指令，完成风控应

付资金的交收。 

（二）净应收香港结算 

1. 风控资金交收日，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根据本公司于

日间发送的资金划付指令，于 17:00 前在双方约定的授信额度范围

内将人民币资金汇划至本公司开立在指定开户银行内地分支机构的

账户。内地分支机构须及时检查资金是否到账，若发现问题，应及时

协调解决，并告知本公司。 

2. 指定开户银行香港分支机构根据香港结算指令，完成风控应

收资金的交收。 

五、 其他 

（一） 如遇 8 号风球或黑色暴雨天气，港股通结算银行香港及

内地分支机构仍须根据要求按时向本公司提供参考汇率，并根据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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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指令及时办理相关资金划付。 

（二） 如本公司与港股通结算银行内地及香港分支机构间发生

通讯故障，港股通结算银行应及时查明原因并妥善解决，确保本公司

相关账户查询、资金划付的正常进行。 

（三） 对于与本公司进行港股通跨境资金结算业务过程中接触

到的任何非公开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结算账户、结算资金、换汇

安排等方面的信息，除依法向有权机关披露外，港股通结算银行均应

严守秘密，保证其及其相关业务人员不以任何方式向任何无关的第三

人披露。 

（四） 港股通结算银行在办理港股通跨境资金结算业务过程中，

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

有关法律规定，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切实履行反洗钱职责

和义务。 

（五） 本通知未明确事项，按照《港股通资金结算业务备忘录》

及本公司其他相关规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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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一：港股通业务换汇安排确认表 

港股通业务换汇安排确认表 

换汇安排 

银行名称  

适用时间  

换汇货币  

换汇份额占比 百分之_____（大写） 

备注： 

 

 

公司签章 

_____年___月___日 

银行信息确认 

经确认，贵公司换汇工作安排信息无误。我行承诺在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

年___月___日承担每个港股通交易日交易及相关税费全部换汇份额的百分之

_________（大写）。 

备注： 

 

银行签章 

__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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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二：港股通日终结算汇率报价表 

港股通日终结算汇率报价表 

银行名称  

中国结算 上海___  深圳___                       （在___上打√） 

换汇日期  ____年__月__日 交割日期 ____年__月__日 

交易方向  交易净额应___ 

中国结算 

换汇方向 

卖出___买入___ 

换汇金额 

币种  港币 币种 人民币 

金额（小写）  金额（小写）  

银行换汇方向 卖出____买入____ 日终结算汇率报价  

 

银行签章 

_____年___月___日 

填表说明： 

1、本表汇率指港币对人民币汇率，最小报价单位为一个基点； 

2、本表中报价均站在银行角度，即银行买入、卖出港币的汇率报价； 

3、换汇方向栏填写币种，如人民币、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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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三：港股通非交易类资金换汇报价表 

港股通非交易类资金换汇报价表 

中国结算换汇需求 

中国结算 上海___  深圳___                   （在___上打√） 

换汇时间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时_____分 

交割日期 _____年____月____日 中国结算 

换汇方向 

卖出____买入____ 

换汇金额 

（港币小写） 

 

备注 

银行换汇报价 

银行名称 
 

报价时间  ______年___月___日____时____分 

银行换汇方向 卖出____买入____ 汇率报价 
 

换汇金额 

币种 港币 币种  人民币 

金额（小写）  
 

金额（小写） 
 

 

备注 

银行签章 

_____年___月___日 

填表说明： 

1、本表汇率指港币对人民币汇率，最小报价单位为一个基点； 

2、本表中报价均站在银行角度，即银行买入、卖出港币的汇率报价； 

3、换汇方向栏填写币种，如人民币、港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