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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① 与相关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官方网站资料ꎮ «概览» 得

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文翻译授权ꎬ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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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７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国家期间ꎬ 首次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

带”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习总书记在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共同建设 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

路”ꎬ 二者共同构成了 “一带一路” 倡议ꎮ 其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ꎬ
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ꎬ 将 “一带一路” 建成和平之路、 繁荣之路、 开放之路、 创新之

路、 文明之路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ꎬ “要以 ‘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ꎬ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ꎬ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ꎬ 形成陆海内

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外汇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一带一路”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ꎬ 深化外汇管理改革ꎬ 扩大外汇市场开放ꎬ 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

平ꎬ 切实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ꎬ 为 “一带一路”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ꎮ “一带一路” 横

贯东亚、 东南亚、 南亚、 中亚、 西亚、 非洲、 欧洲等地区ꎬ 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对外

开放水平、 外汇管理政策均存在较大差异ꎮ 国家外汇管理局潘功胜局长要求加强对 “一带

一路” 国家外汇管理政策情况的收集、 了解和研究ꎬ 进一步促进双边经贸投资往来ꎬ 营造

良好的商贸投资环境ꎮ 为此ꎬ 国家外汇管理局专门成立 “一带一路” 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研

究小组ꎬ 开展 “一带一路” 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编译和研究工作ꎬ 形成 « “一带一路” 国家

外汇管理政策概览» (以下简称 «概览»)ꎮ
«概览» 从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 个人外汇管理、 金融机构

外汇业务管理等方面对各国外汇管理政策进行梳理ꎬ 旨在为市场主体理性开展 “一带一

路” 贸易投资活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更丰富的参考信息ꎮ «概览» 编译自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 (２０１６)» 以及各国外汇管理部门官方网站资料ꎬ 并

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文翻译授权ꎮ «概览» 国家名单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网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底ꎬ 共 ６８ 个国家)ꎬ 大体按照东亚、 东南亚、 南

亚、 中亚、 西亚、 非洲、 欧洲的地域顺序进行排序ꎮ 后续我们还将结合各国政策情况变化

对 «概览» 进行定期更新ꎮ
蹄疾而步稳ꎬ 勇毅而笃行ꎮ 编译发布 «概览» 只是我们助力 “一带一路” 建设的一

小步ꎬ 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为市场主体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营造有利的外汇政策环境ꎬ
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ꎬ 促进我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协同联动发展ꎬ 推动实现政策

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ꎬ 让 “一带一路” 更好造福沿线各国

人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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