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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国际与企业并购税务服务
上海市外资人民币基金的突破性进展
2011 年 1 月 11 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办”）、商务委员会（“商务
委”）、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局”）联合颁布了期待已久的《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
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对上海市外商投资股权
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1的设立及运营进行了规定，为国外私募基金
投资者在境内成立合伙制人民币基金以及办理投资结汇手续提供了便利。《实施办
法》将于颁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正式施行。
该《实施办法》对于鼓励外资人民币基金落户上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有利于进
一步推进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发展，标志着上海将成为国内首个设立专门管理外资
人民币基金主管机构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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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引入了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试点企业
的概念，并且从试点企业的申请材料、设立程序及要求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了
相关规定。试点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的境外投资者应主要由境外主权基金、养
老基金、捐赠基金、慈善基金、投资基金的基金（FOF）、保险公司、银行、证券
公司以及联席会议认可的其他境外机构投资者组成。《实施办法》要求试点企业的
申请需由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或拟设立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向
市金融办递交，市金融办将成为试点申请的主要审批及监督管理机关。虽然《实施
办法》没有明确要求普通合伙人需由境内机构担任，但由境外机构担任合伙制外商
投资股权投资企业普通合伙人的可行性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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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同时规定，获准试点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可使用外汇资金对
其发起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出资，金额不超过所募集资金总额度的 5%，该部分出资
不改变所投资的股权投资企业的原有属性。据我们了解，这可能意味着当上述股权
投资企业的其他合伙人均为境内投资人的前提下，该股权投资企业在上海地区仍会
被视为具有内资身份。但是，该“内资企业”的地位是否会在外省市得到认同，目前还
存在不确定性。
《实施办法》明确，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可以采用
合伙制等组织形式。《实施办法》从组织形式、业务范围、出资条件等方面分别规
范了这两类企业的设立条件以及设立程序。值得注意的方面有：

1

《实施办法》中涉及的股权投资企业即为通常所指的人民币基金，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则通常作为合伙制人民币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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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金融办是业务主管部门，对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企业的设立提出审查意见。

•

公司制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设立向市商务委提出申请，而合伙制外商
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设立直接向市工商局提出申
请。《实施办法》没有对公司制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的设立程序作出规定。

•

出资方式限于货币形式，外国投资者可以用在中国境内获得的人民币利润或收
益出资。

•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无论是公司制还是合伙制，出资要求不低于 200
万美元，且要求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到位 20%以上，余额则需在二
年内全部到位。

•

属于外商投资性质的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领域仍会受到限制，该类企业不得在
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投资，不得从事《实施办法》中明确禁止的业务。

•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应当委托境内符合条件的银行作为资金托管人。

•

一旦试点申请被批准，结汇手续将大为简便。据我们了解，股权投资企业可在
项目投资前，直接在托管银行办理外汇资金境内投资的结汇事宜，无需外汇管
理部门的另行批准。

据我们了解，相关政府部门正在制订具体的操作办法，实施细则和工作流程等，不
日会予以公布。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

《实施办法》没有提及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中的外资比例的限额规定。据我
们了解，相关政府部门会从全局出发，在审批时依个案分别考虑，一般认为外
资比例不应超过 50%。

•

《实施办法》没有对税务处理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

《实施办法》对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退出投资时所获得利润和投资成本汇出
境外的操作未给予指引。

•

对于托管银行的认定，《实施办法》也未提供进一步的说明，相关政策仍需后
续文件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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