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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税局发布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税政策，填补地方操
作指引空白 

背景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近期就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的处理给予

了相关意见。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雇员非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所得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7]1030 号（以下简称“1030 号文件”）于 2011 年失效后, 这是

税务部门首次对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做出的操作指引，无

疑对非上市（包括拟上市）公司推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给出了有力度

的政策。 

主要内容 

2015 年 12 月 10 日，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就海口市地方税务局有关雇

员取得非上市公司股权期权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提出的请示做出了相

应的答复－《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

问题有关意见的函》，琼地税函[2015]1151 号（以下简称“1151 号

文件”）。1151 号文明确了雇员取得非上市公司股权期权的征税时

点，股权估值，以及计税公式的具体操作。 

1151 号文指出企业员工以非上市公司股权形式取得的所得，属于

“工资、薪金所得”，且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点为员工的实际购买日。

相关的应纳税所得额=（行权股权的每股价值-员工取得该股权支付的

每股施权价）x 股票数量。其中，行权股权的每股价值可按非上市公

司上一年经中介机构审计的会计报告中每股净资产数额确定。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非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问题

有关意见的函》（琼地税函

[1151] 号，以下简称“1151

号文件”），由海南省地方税

务局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发

布生效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阿里巴巴

(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雇员

非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所得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7]1030 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认购

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

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8]9 号）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5]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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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所得，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当月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股权形式的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规定月份数×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规定月份数 

其中：规定月份数，是指员工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权期权形式工

资薪金所得的境内工作期间月份数，长于 12 个月的，按 12 个月计

算。 

    毕马威观察 

1151 号文件的出台，填补了对于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地

方操作指引的空白： 

明确非上市公司股权每股价值 

1151 号文件参照了 1030 号文件中的规定，即可按照非上市公司上一

年度经中介机构审计的会计报告中每股净资产数额确定每股价值。 

1030 号文件已于 2011 年 1 月 4 日被废止并失效，到目前为止，国家

税务机尚未就如何确定不公开交易股票的公允价值发表官方指导文件。

由于缺乏市场相关数据，且无法在其他相关参数中获取股票价值波动

的信息，对尚未上市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的测算相对较为复杂。

1151 号文件对行权股价的估价方式进行明确，在地方范围内填补了

相关法规空白。 

明确个人所得税优惠计算方法的适用 

目前，对于员工因参加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取得所得的应纳税额

计算方式，可参考的国家官方文件仅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认购

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有关征收个人所得税问

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9 号（以下简称“9 号文件”）。该文指

出，员工认购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而从雇主取得的折扣或补贴，在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可在报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自其实际

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当月起，在不超过６个月的期限内平均分月计

入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在已失效的 1030 号文件

中，曾指出公司雇员以非上市公司股票期权形式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

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可比照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征税办法，计算

征收个人所得税。 

1151 号文件应纳税额的计算方式，参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35

号（以下简称“35 号文件”）中，员工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取得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方式。相比较而言，其税款计算的优惠程度，

比 9 号文件以及已废止的 1030 号文件，都要更加优惠。然而，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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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尚未明确股权激励计划是否需要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以享

受优惠计税方法。该备案要求在 35 号文件中有明确规定。 

1151 号文件对于海南省范围内员工参加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取

得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方式起到了指导作用，或可在将来对其他

省市对于员工取得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所得个税操作起到一定借鉴作

用。然而目前，在其他省市范围内，由于尚未出台对于相关所得的税

务法规，税收优惠政策有限。虽然 1151 号文件是一个地方性文件，

并不能在其他省市范围通用，其他省市员工在取得相关所得时，我们

建议公司仍可以考虑事先与当地税务官员进行积极沟通，讨论当地税

局可以接受的非上市公司股票价值估值方法以及应纳税额的计算方式。

我们也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和具体要求协助企业和个人与税务局进

行相关磋商，争取合法合理的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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