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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新政颁布给境内上市公司与证劵公司带来更多
责任和义务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
（以下简称“85 号文件”），
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
监会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联
合发布，2013 年 1 月 1 日执行

背景
85号文件旨在通过一套按持股期限长短对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征税的个人所得税政策，促进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为此，
85号文件介绍了一套针对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复杂的代扣代缴系
统，此举会大大提高境内上市公司与证劵公司行政上的负担。
按持股期限长短对股息红利执行差别化税率的政策将大大提高对公
司代扣代缴系统的要求。境内上市公司与证劵公司应在2012年年底
前完成对公司内部代扣代缴系统的详细检查，以确保证劵公司做好充
分准备以协助境内上市公司履行85号文件所述代扣代缴义务。由于
85号文件的执行日期日渐临近，境内上市公司与证劵公司应当立刻
采取行动。
按照持股期限长短对股息红利执行差异化的个人所得税政策
从2013年1月1日起，个人从中国境内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百
分之二十适用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将按以下的持股期限享有税
收优惠：

•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取得的股息红利享有百
分之五十的免税额度；

© 2012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2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 中国
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 "毕马威国际" )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取得的股息红利享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免税
额度。

个人通过以下控股方式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会受到新政策的影响：

•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在中国上市的公司股票

•

已解禁的中国上市公司限售股

•

证券投资基金

下表显示了新政策实施前后个人取得股息红利所得的实际税率差异：
持股期限
1个月以内（含1个月）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超过1年

实际税率
（新政策实施前）
10%

实际税率
（新政策实施后）
20%
10%
5%

代扣代缴
从明年1月起，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分两步代扣代缴。
境内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按百分之二十五计入个人投资者的应
纳税所得额，计算并代扣税款。
对截止股权登记日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且尚未转让的，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必须在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境内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如何计算持股期限
85号文件所指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
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个人转让股票
时，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持股期限，即证券账户中先取得的股票
视为先转让。上市公司已解禁限售股的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持股一年是指从上一年某月某日至本年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持股一个月是指从上月某日至本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毕马威观察
85号文件旨在通过降低长线投资者的税负，减少市场上个人投资者
的短线投机行为，从而促进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
此政策按照个人投资者的持股期限确定了股息红利的实际税负，由统
一的适用税率百分之二十，到持股一个月至一年百分之十的实际税
负，以及持股超过一年后百分之五的实际税负。这标志着中国个人所
得税制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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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同时鼓励个人购买分红比例较高公司的优质股票，并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高管减持行为。
不过，
此项差别化征税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将大大提高境内上市公司与
证劵登记结算公司的行政负担。
境内上市公司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
该在2012年12月31日前检查公司内部IT系统，对其个人所得税代扣
代缴系统进行修正以确保公司可以从2013年1月1日起履行85号文件
所述的代扣代缴义务。个人投资者也应该充分了解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的政策以确保其股息红利收入及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能如实
反映在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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