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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全球金融服务行业
中国 QFII 税收最新进展
背景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中国税收问题一直为业界所关注，而 QFII 从中国
取得的资本利得（即从事证券买卖业务取得的差价收入）是否需在中国征税，以及如
何在中国征税等问题更是其中的焦点所在。
根据中国现行的税法及实践，QFII 取得的资本利得收入免征营业税。但是从 2002 年
末开始引入 QFII 制度至今，对于 QFII 的企业所得税事宜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明确。
2008 年以前，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下，除非依相关税收协定享受免
税待遇，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投资者通过出售中国企业的股权取得的
资本利得收入需要扣缴 10%的预提所得税。但是，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
外国投资者出售 B 股或者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发行的海外股（例如 H 股）所取得的
收入可免征所得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新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实施后，除非依相关税收协定享受免税待
遇，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资本利得需
要扣缴 10%的所得税。QFII 通常可被视为没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
纳税人，因此理论上，其处置投资取得的收入也应扣缴 10%的所得税。
但是在实践中，针对 QFII 所得的具体征收程序和方法一直没有得到明确，我们也没
有观察到各地税务机关对 QFII 的资本利得实际课征所得税的情形。因此，不少 QFII
在资本利得涉税问题的处理和应对上颇为犹豫，这些问题包括是否需要在会计上对资
本利得所得税进行拨备、如何采取措施抵御未来的追征风险等等。
雷曼兄弟 QFII 案例
最近，随着一家较大规模的 QFII 在撤资过程中被征收资本利得所得税的新闻报道，
QFII 的资本利得所得税处理似乎渐趋明朗。
2010 年末，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向雷曼兄弟国际（欧洲）公司（其于 2004 年 7 月 6
日获得 QFII 许可证）征收了 3.99 亿元人民币的资本利得所得税。根据相关报道，该
QFII 在获得批准进行清算时，对其在华投资实现的 39.9 亿元的资本利得缴纳了上述
税款。但是，报道并没有披露上述 39.9 亿元资本利得是否系该 QFII 成立以来累计实
现的全部资本利得以及应税收入的计算方法；某些观点认为自该 QFII 成立以来累计
实现的资本利得可能已全部被征税。从上述报道来看，QFII 的资本利得需在华纳税
似乎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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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事项
虽然看来中国税务机关对 QFII 的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已经具备了先例，但究其个案
对其他 QFII 的影响，仍有不少重要问题有待明确：
•

资本利得的所得税应如何计算、征收，例如是否按期征收（如每年缴纳一次），
还是在将资金汇出境外时征收，抑或是在 QFII 清算时征收

•

2008 年前从证券市场取得的资本利得是否可免征企业所得税

•

是否可以用投资亏损抵减收益

•

税收协定优惠将如何适用于 QFII（即直接适用于 QFII，还是“穿透”QFII 后适用
于投资者）

根据我们向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的有关信息，QFII 资本利得所得税的征收办法有望
在近期颁布，并且该项办法可能会追溯执行。我们会持续关注此事项，与国家税务总
局保持沟通，并及时与您分享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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