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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明确间接转让股权的资料提供和纳税规定 
 

背景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

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24 号（简称 24 号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 3 月 28
日发布，自 2011 年 4 月 1 日
起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在 24 号公告中对非居民企业直接或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
股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该公告对直接转让股权所取得的财产收益何
时确认， 在公开的市场上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含义以及转让境外控股公
司股权的实际税负等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引。24 号公告还简化了间接转
让交易的申报程序。但是，24 公告并未对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说明，即：在
什么情况下境外投资方会被认为滥用组织形式以及税收协定对境外间接
转让规定的影响。 
 
国税函[2009]698 号文件（以下简称“698 号文件”）对境外股权间接转让
作出了规定。根据 698 号文件的规定，一般说来当境外投资方通过转让境
外控股公司的股权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时， 如符合相关条件，该境外
投资方需要将其转让行为告知中国税务机关。若境外投资方通过滥用组织形
式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 中国税务机关有权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
交易重新定性，否定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有关内容，参见中国快讯 2010
年第一期和中国非居民企业系列第一期。 
 
24 号公告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作的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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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股权直接转让采取分期收款的形式，应于何时确认股权转让的收
益？ 

 

根据 24 号公告的规定，非居民企业直接转让中国境内居民企业股权，如
果股权转让合同或协议采取分期收款方式的，该非居民企业应于合同或协
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实现。 

但是，24 号公告并没有明确何谓“完成股权变更手续”。一种解释是商务
部或地方授权部门批准了股权转让事项，股权变更才算完成。在实践中，
我们建议企业与主管税务机关就这一问题进行沟通。 

 
2. 698号文件第一条中所说的“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买入并卖出中国居

民企业的股票”是何含义？ 
 
698号文件第一条规定，“股权转让所得”是指非居民企业转让中国居民
企业的股权（不包括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买入并卖出中国居民企业的股
票）所取得的所得。 
 
24号公告规定，上述被698号文件排除在外的转让行为，是指股票买入和
卖出的对象、数量和价格不是由买卖双方事先约定而是按照公开证券市场
通常交易规则确定的行为。 
 
也就是说，事先确定的买卖双方通过直接签订合同来进行的上市公司股票
交易行为不属于698号文件所规定的例外情形，仍可能就此项转让收益缴
纳企业所得税。但是，24号公告并没有明确在境外间接转让股权的情况下，
例外条款所述的股票是指中国境内居民企业的股权还是境外控股公司的
股权，或者同时指这两个企业的股权。 

 
3. 698号文件第五条、第六条和第八条所说的“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

方）”应如何理解？ 
 
根据698号文件第五条、第六条和第八条规定，如符合相关条件，境外投
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时需就其转让行为告知中国
的税务机关。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
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
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
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
方）同时转让境内或境外多个控股公司股权的，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
应将整体转让合同和涉及本企业的分部合同提供给主管税务机关。如果没有
分部合同的，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被整体转让
的各个控股公司的详细资料，准确划分境内被转让企业的转让价格。 

 
24号公告规定，上述条款中的“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是指间接转
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所有投资者。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投资方不仅限
于那些对中国居民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投资方。因此，即使非居民企业
只是间接持有中国居民企业少数股权，也需遵从698号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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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98号文件第五条中所说的“实际税负”和“不征所得税”是何含义？ 

 
根据698号文件第五条的规定，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
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
低于12.5%或者对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30日内，将其转让行为告知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 

 
24号公告规定，“实际税负”是指股权转让所得的实际税负。换句话说，
此处的“实际税负”并非针对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整体而言，而只
是其转让境外控股公司股权取得的所得所对应的实际税负。 

 
24号公告还规定，“不征所得税”是指对股权转让所得不征企业所得税。
换句话说，“对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境外投资方（实
际控制方）所取得的除股权转让所得以外的境外所得。 

 
5. 如果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境外投资方同时间接转让一个中国居民企业

股权，应该如何处理？ 

 
根据24号公告的规定，两个及两个以上境外投资方同时间接转让中国居民
企业股权的，可由其中一方按照698号文件第五条的规定将其间接转让行
为告知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这就意味着，一
方境外投资者可以代表其他境外投资者向税务机关履行告知义务并提交
相关资料。 

 
6. 如果境外投资方同时间接转让两个及两个以上且不在同一省（市）中

国居民企业股权，应该如何处理？ 

 
根据24号公告的规定，境外投资方同时间接转让两个及两个以上且不在同
一省（市）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可以按照698号文件第五条的规定选择
只告知其中一个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该主管税务机关所在
省（市）税务机关与其他省（市）税务机关协商确定是否对股权转让行为
征税并向国家税务总局报告。如果确定征税，境外投资方应分别到各中国
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结合问题5和问题6中所讨论的规定，两个及两个以上境外投资方同时间接
转让两个及两个以上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的，其中一方境外投资者可以只选
择向其中一个中国居民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告知手续。 

 
毕马威观察 

 
24号公告基本上只涉及了与698号文件中告知和缴纳税款的规定相关的一
些执行问题。该公告对上市公司股票转让和境外投资方进行间接转让需告
知中国税务机关的规定中的“实际税负”概念提供了更加明晰的指引。该
公告还简化了在涉及两个及两个以上境外投资方或两个及两个以上被转
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的情形下的告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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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24号公告并未对一些关键性问题（例如：哪些行为构成滥用组织形
式以及什么是合理商业目的）加以说明。24号公告也未提及税收协定对间
接转让的影响。例如：若境外投资方为其居民的所在国与中国签有税收协
定，当该投资方通过转让境外控股公司的股权来转让其间接持有的中国居
民的企业股权时，中国的税务机关是否在否定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的前提
下认可中国和境外投资方所在国之间的税收协定中对财产收益的条款，目
前还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如果非居民企业按照698号文件的规定就其间接转让行为缴纳
了企业所得税，是否可以在其母国的税收管理体制下获得境外税收抵免，
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非居民企业在其按照698号文件履行纳
税义务之前可能不得不征询其所在国税务机关的意见。国家税务总局将来
有可能出台文件，对698号文件执行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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