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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再迎利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 
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扩大  

背景 

2018年9月2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境

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8】102号, 以下简称“102号文”），将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

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非禁止外

商投资的项目和领域。 

2017年底，上述四部门曾发布财税【2017】88号文（以下简称“88号

文”），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

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

不征收预提所得税。鼓励类投资项目是指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所列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及《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所

规定的经营活动。【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二零一七年，第三十

五期）】随后，2018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又发布2018年3号公告（以下简

称“3号公告”），对该优惠政策的有关执行问题予以明确。 

此次发布的102号文，将这一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从仅限于再投资于外商投

资鼓励类项目扩大至所有非禁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域，自2018年1月1日

起执行。境外投资者在2018年1月1日（含当日）以后取得的股息、红利等

权益性投资收益，符合102号文条件进行再投资的，已缴税款可在实际缴纳

相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申请追补享受该政策，退还已缴纳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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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本次出台的102号文，旨在进一步吸引外国投资者，以应对当前国内经济

下行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力。102号文延续了原88号文的相关规定，仅将

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以分配利润再直接投资于所有非禁止外商投资

的项目和领域，并删除了和上述两个《目录》所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内容相

关的规定。 

现已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

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

版），已经对外国投资者在华投资（例如在金融、汽车、交通运输）的限

制进一步放宽。102号文的出台可以让有意在中国进行再投资的外国投资

者在投资项目上有更多的选择。 

由于102号文仅废止了原88号文，我们暂且理解为之前发布的3号公告仍

为有效。但88号公告已经实施了近一年的时间，仍有一些执行问题亟待

解决。因此，我们建议外国投资者在利用从中国被投资企业分得的利润进

行再投资时，应充分研究102号文、3号公告以及相关解读，以确保可以

享受这一税收优惠，必要时亦可寻求专业机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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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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