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  |  税务与商务咨询  |  全球金融服务行业  |  2019 年 1 月 30 日  

 

 

税务快讯 

创投企业个人所得税政策文件发布 

 

 

为落实去年 1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创业投资行业所得税优惠，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近日联合发布财税[2019]8 号文件（简称“8 号文”），对创业投

资企业 1个人合伙人的所得税政策予以明确。该文件执行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政策背景 

 

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于去年 9 月和 12 月对创投行业的税收政策作出总

体部署，以确保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税负有所下降、只减不增；具体而

言，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依法备案的创投企业，可选择按单一

投资基金核算，其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取得的股权转让和股息红利所

得，按 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或选择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

算，其个人合伙人从企业取得所得，按 5%－35%超额累进税率计算

个人所得税（参见 2018 年 12 月 14 日发布的德勤税务快讯）。 

  

此次发布的 8 号文细化了上述政策的具体内容，就“按单一投资基金

核算”、“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等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更为详

细的指引。 

 

新政要点 

 

哪些企业可以适用新政策？ 

 

可享受上述政策的创投企业限于依法备案的创投企业，即符合《创业投

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令第 39 号，简称“39

号令”）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105

号，简称“105 号令”）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基金）的有关规定，并

按照该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的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基金）。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1/t20190123_3131369.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x-newsflash/deloitte-cn-tax-newsflash-zh-181214.pdf


 

企业如何进行核算方式选择？ 

 

企业应当在按照 30 号令或 105 号令的规定完成备案的 30 日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进行核算方式备案从而作出选择；未按规定备案的，视同选

择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 

 

2019 年 1 月 1 日前已经完成备案的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

核算的，应当在 2019 年 3 月 1 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核算方式备

案。 

 

创投企业选择一种核算方式后，3 年内不得变更；满 3 年需要调整的，

应当在满 3 年的次年 1 月 31 日前，重新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两种核算方法有哪些差异？ 

 
 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 

核算 

计税方法 从该基金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

股息红利所得，按照 20%税率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从创投企业取得的所得，按照

“经营所得”项目、5%-35%的

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

税 

 
应税所得 

计算 2 
 股权转让所得：按一个年度内

不同投资项目的股权转让所得

和损失相互抵减后的余额计

算，余额为负则按零计算（单

个项目股权转让所得按转让收

入扣除股权原值和转让环节合

理费用后余额计算） 

 

 股息、红利所得：按收入全额

计算 

 

以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收入总额减

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余额计

算 

成本费用 

扣除 
除前述可以扣除的成本、费用之

外，包括投资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和业绩报酬在内的其他支出，不得

在核算应税所得时扣除 

 

除前述可减除有关成本、费用以

及损失外，如个人合伙人该年没

有“综合所得”的，还可依法减

除基本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专

项附加扣除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

他扣除 

 

亏损结转 无亏损结转 规定期限内可以结转 

 

征收方式  股权转让所得：创投企业在次

年 3 月 31 日前扣缴个人所得

税 

 

 股息、红利所得：创投企业按

次扣缴个人所得税 

 

按月或按季申报预缴，次年 3 月

31 日前办理汇算清缴 

 
 
 

评论与建议 

 

具体选择哪种核算方法，合伙制的创业投资基金需要充分考虑当前投资

项目的收益预测、退出时机以及未来期间的投资计划，合理比较两种方

法可能的税务成本。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需注意时间要求，在

规定时限内完成备案。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先分后税”的原则，在国内合伙企业层面计算应

纳税所得后，应将所得按照比例分摊给各合伙人用以计税。在同时存在

法人合伙人和个人合伙人的情况下，不同类型合伙人适用不同的计税和

征管方式，这将对合伙制创投企业的管理带来挑战。在日常管理中，此

类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应纳税所得额追踪计算表，对不同合伙人的不同类

型所得按规定区分计算并及时依规履行涉税义务。 

 

此外，8 号文的发布是否意味着以往合伙制创投企业在地方实践中的一

些做法将发生变更（例如，对不符合有关规定无法享受 8 号文政策的

合伙制创投企业，其个人合伙人从该创投企业取得的所得是否只能按

“经营所得”计征 5%-35%个人所得税？合伙制创投企业的普通个人

合伙人和有限个人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是否不再区分处理？），仍有待

观察。 

 

我们预期近期财税部门会就落实该税收优惠备案的具体材料及流程作出

更为具体的规定，我们将持续关注并及时与您分享相关资讯。相关企业

和投资者建议持续关注，并与税务机关或税务顾问保持沟通，以寻求有

效的因应方案。 

 
 
1创投企业包括公司制和合伙制创投企业。财税[2019]8 号文件中的所得税政策只适用于合伙制

创投企业。若无特殊说明，本快讯所述“创投企业”仅指合伙制创投企业。 

 
28 号文明确，个人合伙人符合财税[2018]55 号文件规定的，被转让项目对应投资额的 70%可

用于抵扣该个人合伙人从创投企业分得的有关应税所得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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