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匯豐銀行灣區聯動，提供壹體化金融服務

PUBLIC

不同的城市，同壹個目標!



GBA集團整體化授信

PUBLIC

内容纲要：

高效、安全、定制化的現金管理平臺

貿易融資產品介紹

多樣跨境資金管理方案



PUBLIC

集團整體授信支持

HSBCnet：高效資金管理平臺

区内總部整体授信，屬地按需使用

合理设置屬地產品滿足實際需要

單壹平臺管理集團屬下企業境內外帳戶
集團統壹交易授權，分級審批，提高安全性

更多定制化功能，對接企業內部管理需要

全面信息支持，提高對賬效率

高效安全

宏观 多功能

信息
化

定制化

统一授信标
准，稳定的授

信政策

更合理评地估
属地企业资信

情况

高度产品匹配 降低融资成本各屬地額度靈活調配，有效匹配資金需求

综合、多样的担保方式，盘活属地企业资产



跨境資金管理方案

PUBLIC

股利分紅

通過股利分紅實現資金跨境調動

需要支付預扣稅

境外境内

跨境融資性保函

境外放款

跨境資金池

境外借款人境内公司

境内滙豐 境外滙豐

放款給境外公司境内資金

存款 付款

境内資金池成
員1

境内資金池成
員n

境内資金池主
帳戶

人民幣資金池
主帳戶

境外人民幣資
金池主帳戶

資金池額度内自由流動

境外境内

國内滙豐

四種方案實現跨境資金管理

保證金 銀行保函/備
用信用證

資金管理



汇丰银行贸易融资解决方案（HSBC Trade Finance Solution）
国际化银行所提供的全面解决方案

PUBLIC

汇丰银行凭借其强大的产品和技术支撑以及国际网络的广度和深度，可为满足买方和卖方的需求提供全面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应收及折现生产预测及需求采购及应付

采购订单 收悉货物 进行付款 生产库存 成品 货物发运 提交单据 货物送达 收悉款项

进口信用证开立-LC
进口跟单托收-DA/DP
银行保函 Guarantee

备用信用证开立Standby LC

出口信用证交单议付/贴现
出口跟单托收/贴现

出口信用证保兑
福费庭

信用证转让

装运前买方贷款
装运后买方贷款

买方驱动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装运前卖方贷款
装运后卖方贷款

应收账款融资/发票融资

浅红色 = 信息流
灰色 = 商业合作关系

卖方

买方

银行

卖方

买方

银行

卖方

买方

买方的本地银行可能提供的产品 真正的国际化银行所能提供的产品 卖方的本地银行可能提供的产品

贸
易
融
资
解
决
方
案

汇丰财资网 / 汇丰财资网商业版: 汇丰银行的电子银行平台提供更快捷高效的管理及操作

满足您日常营运资金优化的需求

现金管理解决方案/全球市场解决方案



 进口
 信用证开立（DC）
 进口押汇 （LAI）
 买方贷款（发货前pre-shipment/发货后post-shipment）

 出口
 出口单据托收 & 融资 (Collection and finance)
 发货前前卖方融资（厂商融资Manufacture Advance/ 打包贷款Packing Credit）
 发货后卖方融资 (Post shipment loan)

 应收账款融资
 保理 Factoring（无追-买家额度；有追索权）
 发票融资 Invoice Finance（有追索权）

 供应链融资
 线上供应链融资 Supply China Finance

PUBLIC

贸易融资产品（Core Trade Finance Products）



 国内贸易融资产品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Bank Acceptance Draft Acceptance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Bank Acceptance Draft Discounting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Commercial Acceptance Draft Discounting
 财务公司承兑汇票贴现 Finance company Acceptance Draft Discounting
 国内人民币信用证 RMB domestic DC

 保函和备用信用证
 融资性 Financial GTE（内保外贷）
 非融资性 Non- Financial GTE

 电子平台
 贸易服务电子银行业务 （ITS）
 支持申请开立信用证，进口贷款，申请开立保函等贸易融资
 优点：操作便捷，无需提供纸质文件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
 优点：无纸化，申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无需提供发票合同
 供应链融资线上系统 (SCSAI)

PUBLIC

贸易融资产品（Core Trade Finance Products）



 总结：
 1）境外借款人的主体资格 （ODI/ FDI）；
 2)  境外借款人的资金用途；
 3）境外借款人的还款能力。

 定义：内保外贷是指担保人注册地在境内、债务人和债权人注册地均在境外的跨境担保。

 监管（摘要）：

内保外贷 （OFG）

PUBLIC



Benefit

 Help customers to explore export business in medium/high risk countries

 Enhance to support BRI 

 Enable customers to improve financial report 

基于中信保银行保单的福费廷（DC discounting against SINOSURE’s FOT bank policy)

PUBLIC

Target Industries
Heavy Machines and Vehicles
Energy related Equipment
Electrical Appliances, Electronic Devices and Components
Light Industrial Products, such as Textile, Tools etc.
Chemical Products, such as Farm Chemicals, Pharmaceutical Intermediates etc.
Project based Constructional Materials



 卖家的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给银行
 装船后融资，第一还款来源是已做保理的买家

应收账款融资及保理业务(Receivable Finance and Factoring)

PUBLIC

融资

应收账款托收

账务管理

信用保护

公开 / 非公开

有追索 / 无追索

内销 / 出口



产品创新，与时俱进！

 融资租赁应收账款融资（financing leasing RF）

 保理公司-再保理（Re-factoring）

 未来应收账款融资（Future Receivable Finance）

应收账款融资及保理业务(Receivable Finance and Factoring)

PUBLIC



汇丰银行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HSBC Supply Chain Finance Solution)

PUBLIC

当汇丰银行收到买家审核同意的发票之后，扣除利息以后， 供应商可获得提前支付。

汇丰银行到期
收回款项

买家审核

同意发票
供货商发货

供应商

接受订单

买家

出具订单
商业合同签订

提前付款日

供应商出具发票 买家审批发票后，汇丰银
行提前付款给供应商

应付帐款到期日

买家还款

汇丰银行供应链融资方案：
依据汇丰银行对买家的授信额度，为其指定的优良供应商提供无追索权的提前付款安排。

产品特点：
 汇丰银行对于经买家审批确认的发票，可在扣除利息后向供应商进行提前付款；
 买家需向汇丰银行提供已确认发票的不可撤销到期支付指令；
 取决于相应会计准则的认定，买家向供应商提供的提前付款方案可被视为应付帐款1；
 供应商的所获取的提前支付取决于买家所提供的信贷支持；
 无需对供应商进行授信，且供应商获得的提前支付款项不受追索。

1对于供应链融资结构所适用的会计处理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所参与的买方或者供应商的自身性质和行为。您在供应链融资方案实施之前应当负责获取适用于自身实际情况的专业会计、
税务、法律和其他意见。



汇丰银行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HSBC Supply Chain Finance Solution)

PUBLIC1所有的付款均取决于汇丰银行的独立核准与裁量
2汇丰银行对融资、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报价会预先进行信用及资格评审，并可能受相关国家政策与限制的影响

使用买家在汇丰银行的信用额度为供应商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提前收款方案使用买家在汇丰银行的信用额度为供应商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提前收款方案

优势：

For Buyer:

1) 不计入银行借款（off balance sheet）
- 不经过买家账户；
- 不登征信。
* 具体视审计的意见。

For supplier:

1) 无需银行授信；
2) 无需开户；
3) 融资款项直接付至供应商账户；
4) 融资为无追索。



通过汇丰财资网登陆的平台
供应链融资电子化解决方案——SCS-AI系统

PUBLIC

 SCS-AI系统是基于汇丰财资网以提供汇丰银行供应链融资电子化解决方案的特定模块

 SCS-AI系统通过汇丰银行的全球网银平台汇丰财资网提供客户接入，SCS-AI系统具备与汇丰财资网相同的开发技术及覆盖全球的业
务范围

 汇丰财资网为客户提供接入汇丰银行各项业务的统一入口，您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分析、研究、现金管理、证券、贸易融资等模块并
进行个性化设置

 汇丰财资网提供跨越不同时区的多种语言的帮助

 使用汇丰银行的SCS-AI系统没有特殊的配置需求

 SCS-AI系统是基于汇丰财资网以提供汇丰银行供应链融资电子化解决方案的特定模块

 SCS-AI系统通过汇丰银行的全球网银平台汇丰财资网提供客户接入，SCS-AI系统具备与汇丰财资网相同的开发技术及覆盖全球的业
务范围

 汇丰财资网为客户提供接入汇丰银行各项业务的统一入口，您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分析、研究、现金管理、证券、贸易融资等模块并
进行个性化设置

 汇丰财资网提供跨越不同时区的多种语言的帮助

 使用汇丰银行的SCS-AI系统没有特殊的配置需求



PUBLIC

谢谢！
Thank you!

Cindy Hu 胡玉晴
贸易融资产品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Tel: +(86)- 769 23093123 Cell: +(86)- 18928288398
E-mail: cindy.y.q.hu@hsbc.com.cn

Jon Cheng 程志勉
国际业务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Phone +(86)- 752-7120125  Cell: +(86)- 13556621451
Email.  jon.z.m.cheng@hsbc.com.cn

Ivy Yang 扬媛
国际业务客户经理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Phone +(86)- 769-23093119 Cell: +(86)- 18719376157
Email ivy.y.yang@hsbc.com.cn

致力为您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