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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專家投稿

72 號公告出臺：集團內部重組適用遞延納稅之

契機與挑戰

前言

非居民企業轉讓中國居民企業股權而取得之收益，原則上須繳納中國

企業所得稅(即一般性稅務處理)，若交易同時符合《財政部、國家稅務

總局關於企業重組業務企業所得稅處理若干問題的通知》(財稅

[2009]59 號，以下簡稱「59 號文」)中規定的所有條件且屬於所列特

定情形，經主管稅務機關批准後可以選擇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而

暫緩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然而，相關規定對於非居民企業發生股權

轉讓如何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的判定標準缺乏詳細的操作指引，導致

中國稅務機關很少批准涉及境外企業集團就跨境內部股權轉讓適用特

殊性稅務處理的申請。基此，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於 2013 年 12 月發布

《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有關問題的公告》(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13]72 號，以下簡稱「72 號公告」)，該公告對轉讓中

國居民企業股權的非居民企業申請特殊性性稅務處理規定了新的政策

性及程序性指引。

背景

72 號公告係針對 59 號文第七條第(一)、(二)項所規定的非居民企業跨

境股權轉讓的情形進行進一步規定。依據 59 號文第七條第(一)、(二)

項非居民企業進行股權轉讓得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之情形及其適用條

件1如下：

1 適用上述特殊性稅務處理規定的跨境股權轉讓交易應同時符合的條件是：

 具有合理的商業目的，且不以減少、免除或者推遲繳納稅款為主要目的；

 被轉讓的股權不低於中國居民企業全部股權的 75%；

 重組後的連續 12 個月內不改變被轉讓中國居民企業原來的實質性經營活動；

 受讓方的股權支付金額不低於其交易支付總額的 85%；

 企業重組中取得股權支付的原主要股東，在重組後連續 12 個月內，不得轉讓所取

得的股權。



情形一 情形二

非居民企業向其 100%直接控股的另一非居

民企業轉讓其擁有的中國居民企業股權，沒

有因此造成以後該項股權轉讓所得預提所

得稅負擔變化，且轉讓方居民企業向主管稅

務機關承諾在轉讓後 3 年內不轉讓其擁有

受讓方非居民企業的股權。

非居民企業向其 100%直接控股的中國居民企

業轉讓其擁有的另一中國居民企業股權，且轉讓

方非居民企業承諾在轉讓後 12 個月內不轉讓所

取得的股權。

圖示一 圖示二

以下將介紹 72 號公告的主要內容，並分享我們的觀察：

一、 申請程序由核准制改為備案制

原依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加強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所得企業所得稅管理的通知》(國稅

函[2009]698 號，以下簡稱「698 號文」)第九條之規定，非居民企業取得股權轉讓所得，

符合財稅[2009]59 號文規定的特殊性重組條件並選擇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的，應向主管

稅務機關提交書面備案資料，證明其符合特殊性重組規定的條件，並須經省級稅務機關「核

准」。72 號公告取消了 698 號文第九條之審批規定，改為要求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選擇特

殊性稅務處理的應向相關主管稅務機關進行「備案」。

二、 明確主導方

72 號公告明確了備案主導方，屬於上述情形一者，由於是非居民企業轉讓給另一非居民

企業，受讓方在境外通常無法履行扣繳義務，故由轉讓方向被轉讓企業所在地主管稅務機

關備案；屬於上述情形二者，由於是非居民企業轉讓給居民企業，受讓方既是法定扣繳義

務人亦有主管稅務機關，故由受讓方向其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備案。



三、 明確備案資料

在參考 698 號文及國家稅務總局為 59 號文中所涉及到的重組類型提供材料準備及程序指

引所發佈的《企業重組業務企業所得稅管理辦法》(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0]4 號，以下

簡稱「4 號公告」)等有關規定的基礎上，72 號公告第三條規定了非居民企業股權轉讓適

用特殊性稅務處理時需要提交資料的內容，並設計了《非居民股權轉讓適用特殊性稅務處

理備案表》(以下簡稱「備案表」)，以供申請人參考。

四、 明確備案程序和相關規定

為規範各級稅務機關的責任和權限，提高工作效率，72 號公告對於稅務機關內部運轉程

序予以明確，並提出了完成時限。72 號公告第四條規定備案人提報的資料齊全的，主管

稅務機關應當場在《備案表》上簽字蓋章，並將其中一份《備案表》交備案人留存；資料

不齊全的，不予受理，並告知備案人各應補正事項，待補正後再提交。同時，第五條和第

六條規定主管稅務機關應自受理之日起 30 個工作日內對備案事項進行調查核實、提出處

理意見，並將全部備案資料以及處理意見層報省級稅務機關。

五、 明確對未分配利潤的處理

為了防範非居民企業利用重組避稅或延遲納稅，此次 72 號公告針對上述情形一且選擇特

殊性稅務處理，轉讓方和受讓方不在同一國家或地區的交易設定了一項新的條件， 若被

轉讓企業股權轉讓前的未分配利潤在轉讓後分配給受讓方的，不得享受受讓方所在國家

(地區)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的股息減稅優惠待遇。

例如，某英屬維京群島(BVI)公司將其 100%控股的中國居民企業的股權轉讓給其 100%控

股的某香港企業，中國居民企業在被轉讓後分配其轉讓前的未分配利潤給香港企業的，不

能享受內地與香港稅收安排對股息所得減按 5%的優惠稅率。亦即在 72 號公告之新條件

下，若轉讓方 BVI 公司選擇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該中國居民企業在轉讓日之前獲得的

未分配利潤在轉讓日之後分配予香港公司的，必須按照中國稅法下標準稅率 10%繳納預提

所得稅2。然而，如果轉讓方 BVI 公司選擇不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並就轉讓收益繳納預提

所得稅，那麼被轉讓企業轉讓之前的未分配利潤在轉讓後分配給受讓方香港公司時應該可

以享受中港稅收安排的股息優惠待遇(前提條件是該香港公司被中國稅務機關認定為股息

的受益所有人)。

六、 公告生效日期

72 號公告自發佈之日起施行(即 2013 年 12 月 12 日)，但在 72 號公告實施之前發生的非

居民企業股權轉讓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事項尚未處理的，可依據 72 號公告規定辦理。

2 根據中國稅法規定，外商投資企業在 2008 年以前產生的利潤，在 2008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作為股息派發給境外投

資企業的，該股息免徵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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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的觀察

72 號文公告後，對於在中國有股權投資的境外企業集團可重新審核現有的投資架構、詳細分析

72 號公告帶來的各種機會、評估潛在的優勢及可能影響的相關稅負影響。

此外，72 號公告自發布之日起施行，但可適用於公告發生前已發生但尚未處理的交易。因此，

對於已往已申請特殊稅務處理但與稅局間存在爭議的企業，亦可評估是否得依據 72 號公告的內

容進一步溝通爭取適用特殊性稅務處理。

我們將持續關注 72 號公告執行後所帶來的影響及相關法令發展，亦建議企業應即時掌握政策的

內容，以有效掌握與規劃集團重組的稅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