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
期数 P127/2011 – 2011 年 1 月 11 日

税务评论
作者：
香港特别行政区
林伟鸣
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773
电子邮件：
callam@deloitte.com.hk
石咏文
高级经理
电话：+852 2852 1258
电子邮件：
winniewmshek@deloitte.com.hk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华北区
北京
吴嘉源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01
电子邮件：
kevng@deloitte.com.cn

中国税务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有关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的核定问题
2010 年 12 月 14 日，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税总局”）发布了《关于股权转让
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27 号，
以下简称“《公告》”），对个人股权转让所得（不包括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所得）的
有关事项作出了澄清。《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国税总局曾于 2009 年 5 月发布《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
知》（国税函[2009]285 号，以下简称“285 号文”），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加强对自然
人股权转让所得计税依据的评估和审核。对申报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如平价和低价转
让等）且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可参照每股净资产或个人股东享有的股权比例
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重新核定计税依据。然而，285 号文只是对个人股权转让过程中
的涉税问题作了上述原则性规定，对计税依据“明显偏低”、“无正当理由”等概念并未
作出清晰的界定，因此给各地税务机关的实际操作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公告》在
285 号文的基础上，对如何判断个人转让股权所得的计税依据是否“明显偏低”且“无正
当理由”提供了指引。此外，《公告》亦列举了税务机关核定个人转让股权所得的计
税依据时可采取的具体方法。
《公告》要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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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税依据是否“明显偏低”？

285 号文要求税务机关判断股权转让行为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和合理性经济行为。
《公告》进一步指出，自然人转让所投资企业股权（份）取得所得，须按照公平交易
价格计算并确定计税依据。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无正当理由的，可视为计税依据明显
偏低：
•

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
费的；

•

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

•

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
让价格的；

•

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价格的；

•

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2.

何谓“正当理由”？

根据《公告》规定，下列情形可被视为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正当理由”：
•

所投资企业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亏损；

•

因国家政策调整的原因而低价转让股权；

•

将股权转让给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
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

经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合理情形。

3.

核定方法

若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公告》明确主管税务机关可采用下列方法予以重新核定：
•

参照每股净资产或纳税人享有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核定股权转让收入。对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房屋、
探矿权、采矿权、股权等合计占资产总额比例达 50%以上的企业，净资产额须经中介机构评估核实。

•

参照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价格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

参照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价格核定股权转让收入。

•

纳税人对主管税务机关采取的上述核定方法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主管税务机关认定属实后，可采取其他合
理的核定方法。

《公告》亦明确，纳税人再次转让所受让的股权时，股权转让的成本以前次转让的交易价格及买方负担的相关税费确定。
评述
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投资行为越见普遍。但是由于部分个人投资者的纳税意识不足，而且自然人的流动性强，
因此在个人股权转让的税收征管实务操作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困难。继 285 号文后，《公告》的出台显示了国税总局加强
个人股权转让所得税收征管的决心。
股权转让的交易定价通常是多种因素互动下的结果，尤其是自然人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定价往往存在主观性的特点；因
此对股权转让价格公允性的判断很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公告》似乎将亲属关系之间的低价股权交易
视为合理的经济行为。这一点是否能够扩大运用到其它性质相近的交易可能会引发些许疑问。例如，自然人将股权转让给
由配偶、父母或子女全资控股的公司，此时股权交易按平价或低价进行是否存在所得税风险，可能还有待进一步澄清。
此外，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
人。但是，如果自然人将股权转让给境外自然人或境外企业，作为受让方的境外自然人或境外企业是否负有个人所得税的
代扣代缴义务，在实务界一直存有不同的理解。即使认定负有代扣代缴义务，境外自然人或境外企业应如何具体履行扣缴
义务在实践中也还缺乏较为统一的操作规范。而且，在股权交易完成后，如果自然人转让方仍没有履行纳税义务，则境外
受让方甚至被投资企业是否会被税务机关要求偿付该笔税款等，这些问题在个人所得税征管上都可能存在争议，因此值得
相关投资者在实践中引起关注。
如需要更多相关的信息或建议，请联系德勤税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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