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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登 录  

01 



   登录 1.0 

第一步：登录“湘企出海+”综合服务平台（http://www.investgohn.com） 

首页 — 公共服务 — 境外投资 

首页找到“公共服务”，点击

“境外投资” 



第二步：点击“在线申报”，进入“企业境外投资备案与核准” 

   登录 1.0 

点击“在线申报” 

进入“企业境外投资

备案与核准” 



第三步：进入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企业端进行登录 

地方企业：输入统一平台账号、

密码、验证码即可登录 

中央企业：点击“使用电子钥

匙”，先下载驱动，插入电子

钥匙，再登录 

忘记用户名和密码的

企业，请选择找回 

没有用户名和密码的

企业，请点击申请 

   登录 1.0 



第四步：进入企业端统一平台首页，在 我的业务 选择 “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 

   登录 — 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首页 1.0 

点击“进入应用”，进入对外投资合作

信息服务首页 

地方企业选择“非电子钥匙用户”； 

中央企业选择“电子钥匙用户” 



   登录 — 进入备案（核准）报告 应用 1.0 

第五步：点击“业务类 > 备案（核准）报告” 

 【建议使用IE（9.10.11），或360浏览器极速模式，浏览器兼容性问题可能导致出现部分页面无法显示、

按钮点击无反应、弹出页无法弹出等问题。】 

业务类 >“备案（核准）报告” 



   备案（核准）报告 应用 1.1 

备案（核准）报告应用主要分为两部分：备案（核准）报告部分、已填报信息管理部分。 

备案（核准）报告部分主要用于新增报表填写 



   备案（核准）报告 应用 1.1 

已填报信息管理部分主要用于查看、修改已填写的报表 



境外企业/机构半年报填写  
依据、填写、上报、修改/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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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第八条：  

投资主体应每半年报送以下信息： 

（一）境外企业合规建设情况。信息需按照《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半年报告表（一）》的格式填写； 

（二）境外企业遇到投资障碍情况。信息需按照《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半年报告表（二）》的格式

填写。 

投资主体应于每半年后10个自然日内通过子模块完成上半年的报告工作。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于每半

年后15个自然日内通过子模块完成对本辖区投资主体上半年报告信息的汇总并提交商务部。 

适用对象：境外投资企业/机构 

   半年报告 — 依据 2.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第九条：  

经商务主管部门备案（核准）中方投资额在1亿美元及以上且中方实际控制的境外企业，投资主体应每半年报送以

下信息： 

（一）境外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二）境外企业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金额； 

（三）境外企业净利润额； 

（四）带动货物进出口额； 

（五）境外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含中方、外方）； 

（六）境外企业建设进展情况。 

 

投资主体应于每半年后30个自然日内通过子模块完成信息报送，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于每半年后45个自然日内通过

子模块完成信息的审核并提交商务部。信息需按照《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半年报告表（三）》的格式填写（见附

件3）。如报告期内境外企业没有实际经营活动，投资主体仅需填写上述（一）、（五）、（六）项信息。 

 

适用对象：境外投资企业 

   半年报告 — 依据 2.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第十条：  

通过商务部、财政部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除按照《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要求报送信息外，实施企业作为投

资主体每半年还需报送境外经贸合作区以下信息： 

（一）实施企业重组或股东变化； 

（二）建设用地变化； 

（三）园区规划变更； 

（四）产业定位调整； 

（五）促进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 

（六）其他需报告的情况。 

实施企业应于每半年后30个自然日内通过子模块向商务部报送信息。信息需按照《境外经贸合作区半年报告表》的

格式填写。 

《境外经贸合作区半年报告表》由商务部统一审核。 

适用对象：境外投资企业 

   半年报告 — 依据 2.1 



   半年报告 — 填写 2.2 
根据《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境外投资情况不同，投资主体填写的报表不同。 

境外投资情况 需填写的报告 

境外企业、境外机构 

中方投资总额≧1亿

美元的境外企业 

下有合作区的境外企

业 

属于制造业的境外企

业 

中方投资总额≧1亿

美元，且下有合作区

的境外企业 

合规情况报告 

合规情况报告 

障碍情况报告 

障碍情况报告 

障碍情况报告 

障碍情况报告 

经营情况报告 

经营情况报告 

合作区情况报告 

合作区情况报告 

合规情况报告 

合规情况报告 

合规情况报告 障碍情况报告 产业链情况报告 

产业链情况报告 



   半年报告 — 填写经营状态 2.2 
点击“备案（核准）报告-半年报-填报”，默认显示证书为有效状态需填报半年报的所有境外企业

/机构列表及其按规定所需填写的半年报，在弹出页如实填写境外企业的经营状态，并按照提示进

行下一步操作。（如未保存任何一张半年报告，则该境外企业经营状态可修改）。 



   半年报告 — 填写半年报告 2.2 

逐一填写《合规情况报告》、《障碍情况报告》及其他报表，也可批量导入《合规情况报告》、

《障碍情况报告》 、《经营情况报告》。 

注： 《产业链情况报告》仅出现在制造业境外企业的待填报列表中。 

注意：左上角带“ √”的
报表，说明该报表处于“已
填写完成待上报”的状态。 



   半年报告 — 填写（批量导入半年报告） 2.2 

点击“合规情况批量导入”先下载批量导入模板，在模板中填入数据，再上传填好的Excel，点击“导

入”，按照提示进行数据修改，直至提示导入成功 

 



   半年报告 — 上报 2.3 

填写完成《经营情况报告》、《合作区情况报告》后，即可点击“上报”；也可将所有报表填完后一并上

报。上报完成后即不在此列表展示。 

上报前 

第一次上报后 

第二次上报后 



   半年报告 — 修改/查看 2.4 
点击“已填报信息管理-半年报告”，通过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得到境外企业列表，再次点击

“查看报告”，可以查看/修改 境外企业/机构的《合规情况报告》、《障碍情况报告》以及其他已填写

的报告。（注：已上报成功的半年报告无修改操作） 



   半年报告 — 查看 2.4 

此页面以选项卡方式逐一展示该境外企业所填报表，点击“查看/修改”操作，根据境外投资

情况不同，查看/修改境外企业/机构的《合规情况报告》、《障碍情况报告》以及《经营情况

报告》、《合作区情况报告》、《产业链情况报告》。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半年报告表（一）》 2.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半年报告表（二）》 2.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半年报告表（三）》 2.5 



   半年报告 —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半年报告表（四）》 2.5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半年报告表（五）》 2.5 



境外企业/机构报到登记  
依据、我要报到、上传回执、上报、查看（修改）报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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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到登记 — 依据 3.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第十三条：  

 

投资主体投资的境外企业在我驻当地使（领）馆完成报到登记10个自然日内，

投资主体应通过子模块报告报到登记情况，同时扫描上传经使（领）馆盖章确

认的《境外中资企业（机构）报到登记表》回执联。 

 

适用对象：境外投资企业/机构 



   报到登记 — 我要报到 — 填写报到登记表 3.2 

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在取得《境外投资证书》后，即可点击“备案（核准）报告-报到登记

-填报-我要报到”。 

点击“报到登记”—“填报”— “我要报到

” 



   报到登记 — 我要报到 — 填写报到登记表 3.2 

页面显示发证日期为2019年7月1日之后的需报到登记的企业名称（注意：发证日期为2019年

7月1日之后已获得境外投资证书的境外企业/机构会由系统自动推送到此处），点击境外企业/

机构名称，在弹出页面中填写新增的《报到登记表》。 

点击境外企业/机构名称，填写报到登记表

。 



   报到登记 — 我要报到 — 修改/打印报到登记表 3.3 

如需修改已填写的报到登记表，返回待报到登记页面，点击企业名称右上侧“修改”。 

如需打印已填写的报到登记表，返回待报到登记页面，点击企业名称右上侧“打印”。 

点击“修改”即进入报到登记表修改页面，点击“打印”即进入报到登记表打印页面。 

修改/打印《报到登记表》

。 



   报到登记 — 上传回执 3.4 

返回报到登记页面，点击“上传回执”。 

已填写完《报到登记表》的境外企业/机构，

可在此处继续进行上传回执操作。 



   报到登记 — 上传回执 3.4 

页面显示需要上传回执的境外企业/机构名称（已保存报到登记表的境外企业/机构，自

动同步最新内容），点击名称，在弹出页面中进行上传盖章完成的回执联。 

点击企业名称上传回执。 



   报到登记 — 上传回执 3.4 

点击“选择文件”上传回执联PDF扫描件，并录入实际到驻外经商机构报到的时间，点击保存。 

随后进行上报操作，上报前可以重新上传回执扫描件、或修改报到时间。 

注意：回执联扫描件格式为PDF 

；扫描件大小应不超过3M。 



   报到登记 — 上报 3.5 

点击“上报”完成该境外企业/机构的报到登记工作。 

注意：点击“上报”后，该企业名称将 不 显示在此页面，同时表示该企

业已完成报到登记工作。  

上报成功后，报到登记信息将 不 可修改！！！如需查看请至“已填报信

息管理-报到登记”。 



   报到登记 — 查看、修改报到登记信息 3.6 

点击“已填报信息管理-报到登记” 

通过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得到境外企业列表，进行查看报到登记、证书信息，

以及修改报到登记表操作（注：已上报成功的无修改操作）。 



小比例投资月报  
填写、上报、查看、修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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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比例投资月报 — 填写 4.1 

点击“备案（核准）报告-小比例投资月报-填报”，此处显示2019年7月1日后审核通过的中方持股比例＜

10%的境外企业名单，可对其进行月报填报。也可通过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搜索境外企业/机构，

对其进行月报填报。【注：中方持股比例≥10%的境内外出资月报自动从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应用中进行抓

取，不出现在填报列表中 ，无需填写。】 

点 击 “ 填 报 ”

逐一填写小

比例投资月

报 



   小比例投资月报 — 上报 4.2 
选择已填写完毕的小比例投资月报，进行上报。此处有三种上报方式： 

①逐条上报     ②批量上报     ③全部上报 

②勾选列表中某

几条填报记录，

点击“批量上报

” 

③点击“全选”

按钮后，再点击

“批量上报” 

①选中某一条填

报记录，点击“

上报”按钮进行

上报。 



   小比例投资月报 — 查看、上报、修改、删除 4.3 
点击“已填报信息管理-小比例投资月报” ，通过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得到境外

企业列表，点击“查看报告”，可以查看小比例投资月报主要信息。 



   小比例投资月报 — 查看、上报、修改、删除 4.3 
选择该境外企业项下某上报期别月报，点击“操作”按钮，  

对于已上报的月报，可进行查看详情操作。  

对于未上报的报告，可进行查看详情、修改、上报、删除的操作。 



境外企业/机构突发情况
报告  
依据、填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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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情况报告 — 依据 5.1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第十四条：  

 投资主体投资的境外企业遇到以下突发事件或重大不利事件时，原则上应在24小时内通过子模块报告情况： 

（一）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二）发生暴恐袭击、绑架事件的； 

（三）发生社会治安、群体性事件的； 

（四）出现重大卫生疾病事件的； 

（五）发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 

（六）发生战争、政变、政府违约、外汇管制的； 

（七）出现重大负面舆论报道的； 

（八）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形。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实施规程》第二十二条： 

事业单位法人开展境外投资、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由事业单位法人、投资主体参照本规程履行

报告义务。 

● 适用对象：境外投资企业/机构 



   突发情况报告 — 填报 5-2 

点击“备案（核准）报告-突发情况报告-填报” 可选择某家境外企业/机构填报突发情况

报告、保存后即为上报， 主管机关/集团公司紧急联系人即收到短信提醒。 

注意：境外企业中

文名称需点击“选

择”进行填写。 



   突发情况报告 — 查看 5-3 

点击“已填报信息管理-突发情况报告” 

通过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得到境外企业列表，进行查看突发情况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