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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个人所得税相关
政策出台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税总局”）于 2015 年 3 月 30 日联合发布了《关
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 号，以下简称
“41 号文”）。此后，国税总局很快于 4 月 8 日出台了配套的执行文件《关于个人非货
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20
号，以下简称“20 号公告”）。
41 号文明确，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
生，对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予以确认并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征个人
所得税。同时，41 号文将此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的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期
缴税的优惠政策推广至全国。为了落实 41 号文的政策，2015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的
20 号公告，对其中涉及的应纳税所得计算、分期缴税计划的备案、被投资企业的报告
义务等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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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行为的个人所得税处理，在法规和实践层面经历了不少变
化，以下我们将对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文件进行简要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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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对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个人所得税处理予以明确的一则较早的文件来自国税总局
在 2005 年向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出具的批复，其中规定进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个人
在投资取得企业股权时，对该个人因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带来的资产评估增值，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在投资收回、转让或清算股权时如有所得，再按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即国税函[2005]319 号，以下简称“319 号文”）。此后，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如浙江
省地方税务局也曾就此发文，并延续了 319 号文的政策精神和处理方式。
但在 2008 年，部分地方税务机关在网站上刊载了一份《关于资产评估增值计征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115 号，以下简称“115 号文”）。115 号文第二条
明确规定，“个人以评估增值的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取得股权的，对个人取得相应股
权价值高于该资产原值的部分，属于个人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
税。税款由被投资企业在个人取得股权时代扣代缴”。然而之后，115 号文随即被上述
税务机关从网站撤回。显然，319 号文和 115 号文在税务处理规定上截然不同，由此
带来了政策理解和实务操作中的不确定性。319 号文允许对相关所得递延至股权处置
环节予以确认，但是 115 号文要求在投资环节即由被投资企业进行税款的代扣代缴，
实质上是对 319 号文递延处理的否定。
2011 年 1 月，国税总局发布 2011 年公告第 2 号，将 319 号文废止。同年 2 月，国
税总局在回复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的一则请示中批复，某公司自然人股东以其所持有的
该公司股权评估增值后，参与另一公司的定向增发股票，属于股权转让行为，其取得
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国税函[2011]89 号，以下简称
“89 号文”）。但是，89 号文并没有对缴税时点作特别规定。

最终，国务院在 2013 年印发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发[2013]38 号）中，以试点政策的方式，允许注册在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个人股东，因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而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可在不超过 5 年期
限内，分期缴纳所得税。本次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发布的 41 号文，便是在此基础上将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
2.

41 号文和 20 号公告的主要内容

2.1 适用范围
41 号文虽然要求个人在投资时点即就非货币性资产产生的增值纳税，但仍通过允许个人分期缴税的方式实现鼓励个人投资
行为的目的，并将该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实施。
上述所称“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包括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立新的企业，以及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参与企业增资扩股、定
向增发股票、股权置换、重组改制等投资行为。
2.2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41 号文规定，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评估后的公允价值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减除
该资产原值及合理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根据 20 号公告，“非货币性资产原值”为纳税人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如果纳税人无法提供完整、准确的非货币
性资产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非货币性资产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依法核定非货币性资产的原值。“合理税费”是指纳
税人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过程中发生的与资产转移相关的税金及合理费用。
如纳税人以股权作价投资，则 20 号公告明确应依照《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以下简称“67 号公告”）的相关规定确认股权原值1。但是，对于纳税人使用技术发明成果等无形资产作价
投资的情形，20 号公告及相关解读未就其原值的确认提供进一步指引。
2.3 纳税申报
41 号文和 20 号公告明确，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行为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的个人为纳税人，应在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
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自行申报纳税。如果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纳税人可分期缴纳，具体请参见下文 2.4 部分。
同时，根据个人所投资的资产类型的不同，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行为的主管税务机关也会有所差别：
•
•
•

纳税人以不动产投资的，以不动产所在地的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纳税人以其持有的企业股权对外投资的，以该企业所在地的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纳税人以其他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的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2.4 分期缴税及相关备案手续
如前所述，41 号文规定，如果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以自发生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分期缴纳个
人所得税。分期缴税政策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同时亦适用于发生在 2015 年 4 月 1 日之前 5 年以内的尚未进行税
收处理的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即使在 2015 年 4 月 1 日前进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纳税人，亦有
可能在剩余的期限内分期缴纳应纳税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纳税人在投资交易过程中取得现金补价的，现金部分需要优先用于缴税，现金不足以缴纳的部
分税款，才可以分期缴纳。而且，如果纳税人在分期缴税期间转让其持有的股权取得现金收入的，该现金收入亦需要优先
用于尚未缴清的税款。
征管手续上，41 号文要求纳税人在分期缴税前先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备分期缴税计划。20 号公告对如何落实这一要求作了
详细的规定。对于 2015 年 4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交易，纳税人如需分期缴纳税款，应于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之日的次月 15
日内，自行制定缴税计划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备案所需资料，包括《非货币性资产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表》、纳税
人身份证明、投资协议、非货币性资产评估价格证明材料、能够证明非货币性资产原值及合理税费的相关资料。对于 2015
年 4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交易，如纳税人希望分期缴税，备案期限为 20 号公告下发之日（即 4 月 8 日）起的 30 日内。
在分期缴税期间，如纳税人的分期计划发生调整或变更，则需重新制定分期缴税计划，同时向主管税务机关重新报送《非
货币性资产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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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被投资企业的报告协助义务
20 号公告并未要求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税款，但规定了被投资企业的报告协助义务。若个人以非货币性
资产投入被投资企业取得被投资企业的股权，或被投资企业股东分期缴税期间股权发生变动的，被投资企业应于相关事项
发生后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并协助税务机关执行公务。
3.

德勤观点及建议

此次 41 号文明确了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投资，对于资产增值部分需在投资环节纳税；但考虑到纳税人的资金压力，
41 号文允许纳税人自发生应税行为之日起在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分期支付税款。这一处理与企业所得税法下的 116 号
文（即《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16 号）相类似，后者也允许因非货币性资产
对外投资所产生的资产转让所得在不超过 5 年期限内计入转让方的应纳税所得额。但与 116 号文要求将转让所得分期均匀
计入相应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做法不同，41 号文和 20 号公告均未就分期缴纳的税款如何在各年度之间进行分配作出强制
规定，这意味着适用 41 号文和 20 号公告的纳税人在制定分期缴税计划时可能有较大的自主性。对于拟进行非货币性资产
投资或是已经完成此类投资但尚未进行税收处理的个人，应当评估 41 号文和 20 号公告的潜在影响，以争取享受分期缴税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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