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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国际与企业并购税务服务
关于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的最新进展
继今年初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
知》1（发改办财金[2011]253 号，以下简称“通知”）之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发改委”）于 2011 年 3 月 21 日在其网站公布了股权投资企业备案文件
指引，以及相关的标准文本和表格2（以下统称“备案指引”），其中包括了多份相关
的指引性文本（例如股权投资企业公司章程指引、合伙协议指引等），对如何落实
股权投资企业备案事项做出了具体解释，加强了备案要求的实务可操作性。
1.

备案指引要点

1.1 备案豁免范围
与通知相比，备案指引缩小了需要进行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范围。根据通知规定，
资本规模（含投资者已实际出资及虽未实际出资但已承诺出资的的资本规模）不足 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股权投资企业，可豁免备案。备案指引进一步规定，即使
所有投资者的承诺出资规模合计超过 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其实缴出资额合计
未超过 1 亿元的，也可豁免备案。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股权投资企业在筹集、运
作初期的行政管理成本。
1.2 资本募集对象与出资方式
关于股权投资企业的资本募集对象及出资方式，通知仅提到了 “向具有风险识别和承
受能力的特定对象募集”及“所有投资者只能以合法的自有货币资金认缴出资”两项要
求。备案指引中的《股权投资企业资本招募说明书指引》对此提出了更具体的要
求：
•

关于股权投资企业投资者人数，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的，不得超过 200
人；以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不得超过 50 人。

•

建议单个投资者对股权投资企业的最低出资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

•

所有投资者均不得采取委托某个投资者代持的方式投资于股权投资企业。

请参见德勤税务评论《中国私募基金的监管新政》（期数 P139/2011）：
http://www.deloitte.com/assets/Dcom-China/Local%20Assets/Documents/Services/Tax/TaxanalysisCN2011/cn(zh-cn)_tax_tap1392011chi_2704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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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js.ndrc.gov.cn/qytzycyjj/gqtzqyba/bawgqtzqysqwb/t20110321_400481.htm

1.3 运作规范性要求
从备案指引中提供的各类标准文本来看，相关监管部门似乎有意对目前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中特有的运营机制和操作惯例
提出谨慎性的规范要求。以《股权投资企业资本招募说明书指引》为例，该文件要求资本招募说明书对股权投资企业的
收益、费用、业绩报酬支出与分配等加以说明，具体包括：
•

收益来源及核算原则与方式

•

管理费用支出
-

实行自我管理的，应事先约定每年管理费用占所管理资产或实际对外投资额度的比例、季度控制目标和计算
方式。

-

实行委托管理的，应载明受托管理机构管理费费率、计算方式和支付方式。

-

委托托管机构托管资产的，还应当载明托管机构的托管费费率、计算方式及支付方式等内容。

•

业绩报酬支出 （应载明业绩报酬支出的原则、分成比例、实施方案和程序等内容）

•

设立费用及需要股权投资企业承担的其他费用

•

亏损弥补方式

•

向投资者分配的方式与程序

1.4 合伙协议指引
对于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备案指引重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事业单位不得成为股权投资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为更有效的管理股权投资企业，备案指引还建议，《合伙协议》中不要作出有限合伙人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或
变相参与投资企业管理与投资决策的约定。
2.

我们的观察

2.1 备案程序时间
根据通知规定，股权投资企业所在地省级协助备案管理部门在收到申请主体报送的备案材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形成初
审意见并上报发改委。发改委在收到初审意见和备案申请材料后 20 个工作日内，对经复核无异议的股权投资企业，通
过发改委网站进行公告。
我们注意到，在发改委网站公开的《已备案股权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表》中，已出现数家新备案的股权投资企业及其管理
机构。新备案程序的快捷性和有效性似可见一斑。
2.2 备案制度对于外资基金及母基金（Fund of Fund）的涵盖
从通知和备案指引的规定中，我们观察到现行的备案制度实现了包括内资、外资股权投资企业，以及母基金（即以股权
投资企业为投资对象的企业）等在内的行业覆盖。例如通知规定，备案对象包括在试点地区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主要从
事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投资业务的股权投资企业，以及以股权投资企业为投资对象的股权投资企业。
我们注意到，备案指引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股权投资企业资本来源情况表》和《股权投资企业资产负债情况表》
分别列有 “外资（包括来自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和境内外资机构等）”和“投资其他股投企业”等项目。
上述表明，有别于以往某些内外资分隔管理的做法，监管部门已将股权投资行业整体纳入到了新的备案管理体系中，这
对于推动行业整体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的后续政策规定，以及境内外各类股权投资企业在备案实务操作中的执行情况，并在第一时间
与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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