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发布商资函[2011]1078 号（以
下简称“1078 号通知”），对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的相关问题做了
进一步明确。 
 
上述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作的讨论如下： 
 
1. 外商投资性公司是否只有增加注册资本后才能以中国境内获得的人

民币合法所得再投资境内企业？ 
 
国家外汇管理局曾在 2011 年 3 月 29 日发布汇资函[2011]7 号（以下简称“7
号通知”）。根据 7 号通知，外商投资性公司以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合
法所得再投资境内企业前须先将其转增为注册资本。有关内容，参见毕马
威中国快讯 2011 年第二十一期。 
 
而 1078号通知则提供给外商投资性公司另一再投资方式。根据 1078号通
知，外商投资性公司可将其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先行回收投资、
清算、股权转让、减资的人民币合法所得，经所在地外汇局核准后，直接
用于境内投资。 
 
 
 

中国快讯 
 

第四十一期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再投资方式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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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商务部 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完

善外商投资性公司有关管理
措施的通知（商资函
[2011]1078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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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国投资者以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所得再投资境内企业，应
该如何处理？ 

 
1078号通知再次明确了外国投资者也可将其上述合法所得向投资性公司
注册资本出资（或增资）后开展境内投资。这与商务部令[2006]第 3号以
及 7号通知的相关规定相符。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外商投资性公司若以其
税后利润再投资于境内企业，仍需先进行税后利润转增资。 
 
3. 外商投资性公司能否以境内贷款再投资境内企业？ 
 
1078号通知再次明确外商投资性公司的境内贷款不得用于境内再投资。之
前，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中已有“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
益性投资”的规定。 

 
4. 外商投资性公司直接再投资境内企业的审批程序及所需资料？ 
 
1078号通知规定，外商投资性公司申请办理境内投资核准手续，应向外汇
管理部门提供以下材料： 
 
• 书面申请；  
 
• 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 IC卡；  
 
• 商务主管部门关于外商投资性公司境内投资的批准文件；  
 
• 人民币资金来源证明材料，应参照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办理所得

利润、先行回收投资、清算、股权转让、减资所得在境内再投资（增
资）业务提交的文件（即外汇局出具的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利润等境
内合法所得再投资的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和相关完税证明）；  

 
• 最近一期验资报告和财务审计报告（附相应的外汇收支情况表审核报

告）。  
 
上述材料经所在地外汇局审核无误并出具核准件后，外商投资性公司可将
相应人民币资金直接划转至所投资企业，或先划转至外商投资性公司再转
汇至所投资企业。  

 
5. 1078 号通知中的其他规定 
 
1078号通知还要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外商投资性公司审批统计信
息的审核管理。 
 
毕马威观察 

 
一般来讲，外商投资性公司再投资于境内企业的资金可能有以下四种来
源： 
 

• 其注册资本（包括其税后利润转增资部分）； 
• 其来源于境内子公司的投资收益；  
• 其取得的境内外贷款；和 
• 其税后利润（未增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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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境内合法所得包括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减资、清算、撤
资、转股、先行回收投资或其他合法境内所得等。 
 
在 7 号通知出台之前，并没有法规明确规定外商投资性公司利用境内合法
所得再投资时必须首先增资。但是，7号通知颁布之后，外商投资性公司
似乎只有通过增加其注册资本的方式将境内合法所得再投资于境内企业。
同时，外商投资性公司以税后利润转增其注册资本也对其境外投资方产生
预提所得税影响，因而增加了境外投资方的投资成本。 
 
而 1078号通知的出台解决了这一困惑。1078号通知明确了在利用其注册
资本以外，外商投资性公司可将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合法所得经所在
地外汇局核准后无须经增资直接用于境内投资，同时简化了相关手续。另
外，1078号通知再次强调外商投资性公司的境内贷款不得用于境内再投
资。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须增资的再投资方式不适用外商投资性
公司自身的税后利润。也就是说，外商投资公司以自身的税后利润向其所
投资企业再投资时，仍需首先向其境外投资者分配股息并对外商投资性公
司增资。 
 
1078号文件的出台对于正在或正在考虑采用外商投资性公司控股模式的
外国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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