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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间接股权转让有关规定是否已扩展至非居民个人转让？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
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
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
[2009]698 号
（简称
“698 号文”
）



关于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应用
企业所得税法中包含的一般
反避税规定对非居民个人境
外间接转让中国境内企业股
权征税的有关案例报道

背景
根据近期中国媒体的报道，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简称“深圳地税”）近来
对非居民个人间接转让中国境内企业股权追征税款 1368 万元。但是追征
的税款为个人所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并不十分清楚。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包含一般反避税规定，根据 698 号文，可以用于
将境外间接转让重新定性为非居民（通常为外国企业）直接转让中国公司
的股权。这种重新定性适用于滥用组织结构，纳税人无法说明其境外公司
经济实质的情况。
尽管 698 号文已经被中国税务机关运用在一些引人注目的非居民企业转让
股权的案例中，但是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一般反避税规定只存在于企业所得
税法中，不应该应用于个人，个人仅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就其应税
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初步看来个人所得税法中并没有一般反避税的类
似规定。这一新案例似乎昭示国家税务总局（2 号文中规定一般反避税调
查及调整须层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并不认为这样的理论解读是将一般反
避税规定应用于非居民个人转让人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深圳案例具体情况
某个个人，据理解为香港税收居民，在香港注册成立一家企业，2000 年该
公司在中国注册成立了一家企业。该中国子公司在深圳从事物流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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臵办大量仓储设施，经过十年，这些物业的市场溢价很大。在 2010 年，
此个人将其在香港公司的股权以 2 亿多元的价格转让于一家新加坡公司。
深圳地税经过调查以及与此个人沟通，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对此交易重
新定性为转让中国境内子公司股权的交易，并就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了 1368
万元的税款。深圳地税将此项交易视为滥用组织形式，并且缺少经济实质。
这一结论主要基于的事实是相对于高达 2 亿多元的转让价格而言该香港公
司的注册资本（10000 港元/8300 元）太少，而且该公司并不从事实质经营
业务，所以被认为是一般反避税规定涉及的“壳公司”或“导管公司”。
毕马威观察
首先，上述案例被媒体误报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毕竟以前曾发生过误报。
然而重要的是纳税人应该意识到698号文被应用于非居民个人的风险可能
并不像此前所想象的那么遥远。
媒体报道并没有明确深圳地税征收该笔税款时使用的理论依据。如，媒体
报道并未直接提到对698号文的运用。然而，在深圳地税对此交易进行分
析时所提及的因素，例如香港公司无实质性经营业务从而被视作导管，以
及运用一般反避税规定将香港公司“看穿”视此项交易为转让中国公司股
权的这一方式表明深圳地税对待此项交易时运用的方法与698号文中所包
含的原则是一致的。
这一案例表明，在698号文中适用于非居民企业的中国境外间接股权转让
税务处理的有关规定的适用范围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可能扩展到非居民
个人股权转让。于是，非居民个人应注意到，通过转让其在境外只具备有
限商业实质的控股企业的股权从而间接转让中国企业的股权，产生的收益
有可能需要在中国纳税。而且，这一案例也可能引起698号文中转让人报
备的要求同样被扩展至满足一定条件的外国人。
自媒体报道来看并不清楚被征收的是个人所得税还是企业所得税。然而，
如果是前者，目前看来，个人所得税法中并不包含运用一般反避税原则的
规定。看来似乎是深圳地税为将个人所得税法适用于境外个人而从企业所
得税法中引入了这一概念。理论上而言，这是对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和
中国法律广义的解读。国家税务总局可能考虑引入相关规定对个人所得税
法下一般反避税规定的运用提供清晰指引。无论税务机关以何为基础，都
期待国家税务总局适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说明，以便为纳税人提供更多的
确定性。这同样适用于与698号文的运用有关的其他事件中的不确定性，
例如698号文与中国对外税收协定之间的配合。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境外间接股权转让规定事宜，可参考《中国非居民企业
税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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