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万众期待的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沪港通”）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正式启动。沪港通正式启动前夕，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于 11 月 14 日联合公布境外投资者通过沪港通
取得的 A 股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明确了投资者一
直以来所期盼的税收政策问题。通过沪港通，国际投资者可以通过香港交易所（“港
交所”）买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上市的股票，同样，合资格中国境内投
资者也可以通过上交所买卖港交所的上市股票。  
 
同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同时联合发布另一重要政策，从 2014 年 11
月17 日起，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取得来源于 A 股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然而，QFII
和 RQFII 在 2014 年 11 月 17 日之前取得的前述所得应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中
国自 12 多年前引入 QFII 制度以来税务处理一直未得以明确，上述政策的出台值得
投资者拍手称快。 
 
81 号文和 79 号文 —中国所得税及其他影响 
 
中国有关部门分别通过 81 号文和 79 号文公布了沪港通及 QFII/RQFII 的相关税务
政策，要点如下： 

 
关于沪港通的 81 号文 

 
• 根据 81 号文，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通过沪港通投资 A 股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或个人
所得税）。 
 

• 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 A 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仍需按照源泉扣缴方式征收
10%的预提所得税。若其可享受更低的税收协定优惠税率，可向支付股息红利
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构申请退税。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 [2014] 81 号（以下简
称 “81 号文“），2014 年 11 月 14
日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
监会联合发布 
 

• 《关于 QFII 和 RQFII 取得中国
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
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
的通知》，财税 [2014] 79 号（以
下简称 “79 号文“），2014 年 11
月 14 日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和证监会联合发布 

 

沪港通试点及 QFII 和 RQFII 有关税收政策问题获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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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香港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三年内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但取得的股息红利需按照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内地企业
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香港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及股息红利所得，需计入其收
入总额，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但符合条件的 H 股股息红利可以免税）。 

 
关于 QFII/RQFII 的 79 号文 

 
• 根据 79 号文，从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QFII 和 RQFII 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

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 QFII 和 RQFII 在 2014 年 11 月 17 日之前取得的上述所得仍应依法征收企业所
得税。  

 
沪港通的营业税及印花税影响 
 
根据 81 号文，从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通过沪港通投资 A 股取得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投资者通过 QFII 和 RQFII
买卖 A 股的差价收入，按现行政策规定免征营业税。虽然投资 A 股所涉及的营业
税问题已经明确，但通过沪港通和 QFII/RQFII 进行的期货和其他金融产品的营业
税处理仍待明确。 
 
81 号文同时规定，香港和中国内地现行的相关印花税规定适用于沪港通（即，买
卖香港股票双方需分别缴纳交易额 0.1％的印花税；买卖 A 股时仅卖方需缴纳交易
额 0.1％的证券交易印花税）。 
 
沪港通和 QFII/RQFII 税务处理总结 
 
香港及境外投资者和中国内地投资者适用的相关税务处理总结如下：  
 

投资者 

中国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中国 
营业税 

印花税 

权益性投资买
卖价差收入 

股息、红利 

香港及境外
投资者通过
沪港通或
QFII/RQFII
投资中国股
票 

个人/企业 暂免  预提所得
税通常为
10%（适用
相关税收
协定/安排
时可获减
免） 

暂免 卖方出售
A 股时按
交易额的
0.1％缴
纳中国印
花税 

QFII/RQFII 从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暂
免所得税；
2014 年 11 月
17 日之前所
得需纳税 

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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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中国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中国 
营业税 

印花税 

权益性投资买
卖价差收入 

股息、红利 

中国内地投
资者通过沪
港通投资香
港股票 

个人 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三年 

个人所得
税 20% 

暂免 买卖双方
各按交易
额的
0.1％缴
纳香港印
花税 

企业 企业所得税
25% 

企业所得
税 25%
（符合条
件的 H 股
除外） 

按现行
规定征
免 

 
毕马威观察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联合发布的 81 号文和 79 号文，澄清了沪港通投
资者和 QFII 及 RQFII 投资者的税务问题。这是中国证券市场有关税务政策的一个
里程碑。虽然 适用的所 得 税暂时获得免 征，但这 仍 为投资者通过 沪港通或
QFII/RQFII 投资，扫除了税务政策方面的诸多不确定性，提高了投资的可预测性。 
 
对于 QFII 和 RQFII 历史遗留的 A 股转让差价资本收益问题，79 号文明确了这些收
益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关键在于中国必须思考做出全面的税务处理，因此，我们预
计中国税局可能会出台更详细的税收征管指引，为纳税人提供方便。 
 
我们无法预计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未来何时会对股票转让差价暂免所得税的期限进
行重新审议，但届时的资本市场状况和投资者情绪将可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81
号文所规定的对内地个人买卖港股价差暂免个人所得税三年的规定可作为境外投
资者暂免所得税的期限参考。中国目前的税法给予不同的纳税者许多减免税优惠，
而这个“暂时”的期限可能很长。例如，1998 年出台的中国境内个人转让 A 股所得
暂免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至今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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