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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快訊

一項具震撼性的反避稅行動 —— 中國頒布新
的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稅務法規

如欲索取更多有關資料，歡迎致電：

背景

陳維端先生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國稅總局」)於2009年12月10日發佈了《關於加強非居民企業股權
轉讓所得企業所得稅管理的通知》，這就是對非居民企業影響極大的國稅函【2009】698
號通知（「698號文」）。雖然國稅總局其後在2011年再頒布了《關於非居民企業所得
稅管理若干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1年第24號），對698號文作出解釋, 但
是, 對如何理解及執行698號文，仍然存在很大的爭議，很多問題尚待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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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國家稅務總局於2015年2月6日 1刋登了《關於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企業所得稅
若干問題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7號）（「7號稅務公告」），7號稅務公
告對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財產的企業所得稅處理，從反避稅的角度，作出了規定，它對涉
及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境內財產的非居民企業所進行的初次上市、收購合併、集團重組及
其它資本運作的中國稅務處理及符規管理，有著具大的影響。
7號稅務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施行，對發佈前發生但未作稅務處理事項，按7號稅務公告執
行。
本快訊將我們對7號稅務公告的評述及其內容重點概述如下：

我們對7號稅務公告的評述
1. 7號稅務公告的頒布是中國反避稅進程上一項重大且極具震撼性的措施。它涉及的範圍
之廣，影響之大，是國稅總局頒布反避稅法規以來所罕見的。它與國稅總局於2014年
12月頒布的《一般反避稅管理辦法(試行)》相輔相成，構成了對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中
國應稅財產稅收徵管的兩項重要稅務法規。
2. 7號稅務公告雖然比698號文更為具體明確，但是，它仍然有不少地方帶有很大的不確
定性，需要今後在執行中進一步得到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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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98號文將間接轉讓股權的申報主體規定為轉讓一方的境外投資方。而7號稅務公告對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受讓方/扣繳義務人、轉讓方都確定了清晰的法律責任，如果
有關交易各方最終被中國稅務機關認定為所轉讓的是中國應稅財產，而當初又沒有履行
7號稅務公告規定的代扣代繳及申報責任，他們將面對相關的法律後果。
4. 7號稅務公告規定在其發佈前發生但未作稅務處理的事項，依照其規定執行。投資者對
於該些在7號稅務公告發布前已作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但又未進行稅務處理的，而
有關轉讓又受698號文及7號稅務公告所監管的交易，必須從新檢視相關的交易，盡快
採取適當措施，以保護投資者自身的利益，盡量減低可能的風險及影響。
5. 由於7號稅務公告有關的稅務問題涉及眾多層面，包括稅收協定，中國國內稅務法規，
相關的境外稅務法規，我們建議投資者在進行與中國投資相關的一切資本運作，包括上
市，集團重組，以及其它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行動前，都應聘請有中國跨境稅務經
驗的專業稅務顧問進行分析，提供意見，以管理好相關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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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號稅務公告適用範圍
7號稅務公告的適用範圍比698號文更加廣泛。根據7號稅務公告第一條，非居民企業通
過實施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間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 2股權等財產，規避企業所
得稅納稅義務的，應按照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七條的規定，重新定性該間接轉讓交易，
確認為直接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
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七條，明確規定，如果企業實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而
減少其應納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方法調整。企業所得稅法第四
十七條是中國一般反避稅法規的基礎。
7號稅務公告所涵蓋的中國居民企業股權等財產是指符合以下兩個條件的三類應稅財
產︰
需同時符合的兩個條件：
1. 非居民企業直接持有
2. 轉讓取得的所得按照中國稅法規定，應在中國繳納企業所得稅
視為應稅財產的三類財產：
1. 中國境內機構、場所財產
2. 中國境內不動產
3. 在中國居民企業的權益性投資資產等
（以上財產統稱為「中國應稅財產」）
7號稅務公告第一條進一步解釋，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是指非居民企業通過轉讓直
接或間接持有中國應稅財產的境外企業（不包括境外註冊的中國居民企業）股權及其他
類似權益，產生與直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相同或相近實質結果的交易，包括非居民企業
重組引起境外企業股東發生變化的情形。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非居民企業為股權轉
讓方。
7號稅務公告說明以下情形，不適用公告第一條的規定：
1. 非居民企業在公開市場買入並賣出同一上市境外企業股權取得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
產所得；
2. 在非居民企業直接持有並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情況下，按照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或安
排的規定，該項財產轉讓所得在中國可以免予繳納企業所得稅。

如何判斷合理商業目的
中國反避稅法規的核心，是要判斷企業是否實施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而減少其
應納稅收入或所得。對此，7號稅務公告第三條對如何判斷合理商業目的作出指引及規
定。它指出，在判斷合理商業目的時，應整體考慮與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相關的
所有安排，結合實際情況綜合分析以下相關因素：
1. 境外企業股權主要價值是否直接或間接來自於中國應稅財產；
2. 境外企業資產是否主要由直接或間接在中國境內的投資構成，或其取得的收入是否
主要直接或間接來源於中國境內；
3. 境外企業及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應稅財產的下屬企業實際履行的功能和承擔的風險
是否能夠證實企業架構具有經濟實質；
4. 境外企業股東、業務模式及相關組織架構的存續時間；
5.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在境外應繳納所得稅情況；
6. 股權轉讓方間接投資、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與直接投資、直接轉讓中國應稅
財產交易的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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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所得在中國可適用的稅收協定或安排情況；
8. 其他相關因素。
根據國稅總局對7號稅務公告的解讀，上述第3項是要求通過功能和風險的分析，判斷被
轉讓企業的股權與相關企業實際履行的功能和承擔風險的關聯性、及其經濟實質。
上述第4項，解讀舉例說明如果境外的中間層公司架構是在間接轉讓前短時間完成的，
則非常不利於合理商業目的的判斷。
上述第5項，解讀說明在境外應繳納所得稅情況是指包括股權轉讓方在其居民國應繳稅
情況，和被轉讓方所在地應繳稅情況。
從上述判斷因素可以看到中國稅務機關對於判斷不合理的商業目的的原則，但是，上述
因素都是一些大原則，各地稅局將如何執行，似乎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可直接認定為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間接轉讓的情形
7號稅務公告第四條明確指出，國稅總局認為與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相關的整體安排
同時符合以下情形的，無需按本公告第三條進行分析和判斷，應直接認定為不具有合理
商業目的：
1. 境外企業股權75%或以上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於中國應稅財產；
2.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發生前一年內任一時點，境外企業資產總額（不含現
金）的90%或以上直接或間接由在中國境內的投資構成，或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
交易發生前一年內，境外企業取得收入的90%或以上直接或間接來源於中國境內；
3. 境外企業及直接或間接持有中國應稅財產的下屬企業雖在所在國家（地區）登記註
冊，以滿足法律所要求的組織形式，但實際履行的功能及承擔的風險有限，不足以
證實其具有經濟實質；
4.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在境外應繳所得稅稅負低於直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交易
在中國的可能稅負。

集團內部轉讓的安全港規定及獲取稅收利益測試
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同時符合以下條件的，應認定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1. 交易雙方的股權關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1) 股權轉讓方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權受讓方80%或以上的股權；
2) 股權受讓方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權轉讓方80%或以上的股權；
3) 股權轉讓方和股權受讓方被同一方直接或間接擁有80%或以上的股權。
境外企業股權50%以上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於中國境內不動產的，上述第(1)、
(2)、(3)目的持股比例應為100%。
2. 本次間接轉讓交易後可能再次發生的間接轉讓交易相比在未發生本次間接轉讓交易
情況下的相同或類似間接轉讓交易，其中國所得稅負擔不會減少。
3. 股權受讓方全部以本企業或與其具有控股關係的企業的股權（不含上市企業股權）
支付股權交易對價。
7號稅務公告引入了一項是否為獲取更有利的稅收結果為目的測試。根據上述第2點，
一個境外企業集團通過內部重組，進行間接股權轉讓，如果導致下一次再發生間接轉讓
交易而需要承擔的中國所得稅負有所減少，則有可能被認為是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
排，從而可能被認為不應享有安全港規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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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更多有關資料，
歡迎聯絡：
國富浩華稅務（香港）有限公司

Crowe Horwath Tax Services (HK)
Limited
Member Crowe Horwath International

香港 銅鑼灣 禮頓道 77 號 禮頓中心 9 樓

電郵

: info@crowehorwath.hk

電話

: +852 2894 6888

傳真

: +852 2895 3752

客戶服務熱線 : +852 2894 6611

交易雙方的稅務申報責任
7號稅務公告清楚規定了對非居民企業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的資料報備、稅務扣繳及
申報的責任。
1. 資料報備
與698號文不同，7號稅務公告規定了一項非強制性報備資料的措施，即間接轉讓中
國應稅財產交易雙方，及被間接轉讓股權的中國居民企業可以向主管稅局報告股權
轉讓事項及提交相關規定資料。
2. 納稅義務發生後扣繳與申報責任
根據7號稅務公告第八條，間接轉讓不動產所得或間接轉讓股權所得按規定應繳納
企業所得稅的，依法或按合同約定對股權轉讓方直接負有支付款項義務的單位或個
人為扣繳義務人。
扣繳義務人未扣繳或未足額扣繳應納稅款的，股權轉讓方應自納稅義務發生之日
起7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稅款。扣繳義務人未扣繳，且股權轉讓方未繳納
應納稅款的，主管稅務機關可以依法追究扣繳義務人責任。按照相關規定，扣繳
義務人應扣未扣、應收而不收稅款的，對扣繳義務人處以應扣未扣、應收未收稅款
50%—300%的罰款。但7號稅務公告規定，如扣繳義務人已在簽訂股權轉讓合同或
協議之日起30日內已按規定提交資料的（見上述第1項資料報備），可以減輕或免
除責任。
以上所述納稅義務發生日是指股權轉讓合同生效，且境外企業完成股權變更之日。
根據第十三條規定，股權轉讓方未按期或未足額申報繳納間接轉讓中國應稅財產所
得應納稅款，扣繳義務人也未扣繳稅款的，除追繳應納稅款外，對股權轉讓方按日
加收利息。利息按稅款所屬納稅年度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與補稅期間同期的人民幣
貸款基準利率（「基準利率」）加5%計徵。但如果股權轉讓方自簽訂境外企業股權
轉讓合同或協議之日起30日內提供規定的相關資料或按規定申報繳納稅款的，可按
基準利率計算利息，5%的加計利息可以免除。
上述規定明確了扣繳義務人的責任及被追究罰款的規定，而股權轉讓方也需面對被
追討未繳稅款及加徵利息的處理措施。

國富浩華國際簡介
國富浩華國際為全球十大會計師事務所集團網絡之一，擁有約200家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和
諮詢服務公司、約700個辦事處遍佈全世界120個國家。
國富浩華國際的成員所承諾向客戶提供高質素服務、高效率的服務流程、並且遵循一套共
同核心價值和管理理念。成員所均為當地業界翹楚，聘用熟識當地法例和習俗的當地專
才，以協助客戶拓展新業務及新市場。國富浩華國際的成員所在審計、稅務、風險和諮詢
服務領域中均已建立良好聲譽，能夠因應客戶的需要，提供個人化服務。
如欲取得國富浩華國際更多資料，請瀏覽其網站：www.crowehorwat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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