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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重大变化系列解析之一：不止“安全港”来袭 (作者：薛冰、谢逸姿) 3 

2015 年 2 月 6 日，国家税务总局（下称“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正式发布了《关于非居民4 

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7 号，下称“7 号公5 

告”）。7 号公告是一般反避税原则在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领域的具体适用，也是6 

维护中国税收主权和权益的重要工具。7 号公告的重磅来袭，势必将对非居民企业参与重组交易带来7 

深远影响。我们将对 7 号公告带来的非居民企业相关中国税收环境影响展开系列解析，谨供参考。 8 

1) 7 号公告发布的历史背景 9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下称“《企业所得税法》”），10 

构建了以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为征管对象的所得税综合课税体系。通过非居民企业间接参与对中11 

国居民企业的投资，是许多年来跨境资本市场中较为主流的交易架构。《企业所得税法》施行以来，12 

税务总局在非居民企业跨境投资领域的中国税收征管力度也日益加强。 13 

 2009 年 12 月 10 日，税务总局颁布了著名的《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14 

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 号，下称“698 号通知”），将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居民15 

企业的股权交易与直接转让一并纳入了中国企业所得税征管网络，在市场中引起了极大的震16 

动。 17 

 2011 年 3 月 28 日，税务总局发布《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18 

总局公告[2011]年 24 号，下称“24 号公告”），对 698 号通知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部分技术问19 

题进行了澄清。 20 

追溯至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的 698 号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就在跨境投融资交易安排中成为一21 

项焦点问题。698 号通知执行以来，让市场参与者倍感焦虑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税收成本的增加，更大22 

的原因恐怕还是集中在 698 号通知和 24 号公告未能对资本交易涉及的中国税务遵从以及税务机关执23 

法的确定性带来统一，进而在跨境交易安排中引起了诸多困扰。值得关注的是，7 号公告引入了一套24 

全新的征管机制，实际上对 698 号通知进行了更具确定性的补充；对参与中国市场投资的非居民企25 

业而言，“确定性”无疑是一股巨大的正能量。 26 

2) 7 号公告的法规依据 27 

7 号公告的法规依据是《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8 

及其实施细则。此外，7 号公告中涉及一般反避税案件调查的具体程序，应根据《一般反避税管理办29 

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 2014 年第 3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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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 698 号通知更广的适用范围 31 

税务总局通过 7 号公告首次明确了“中国应税财产”的概念及相关课税原则： 32 

(1) 实质判定：非居民企业通过实施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33 

等财产，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重新34 

定性该间接转让交易，确认为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 35 

(2) 中国应税财产：指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等财产，包括非居民企业直接持有，且转让取得的所36 

得按照中国税法规定，应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中国境内机构、场所财产，中国境内不37 

动产，在中国居民企业的权益性投资资产等； 38 

(3)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是指非居民企业通过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税财产的境外企39 

业（不含境外注册中国居民企业，下称“境外企业”）股权及其他类似权益，产生与直接40 

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相同或相近实质结果的交易，包括非居民企业重组引起境外企业股东发41 

生变化的情形；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非居民企业称“股权转让方”。 42 

7 号公告适用于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规避中国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43 

易，适用于被转让的境外企业在华拥有特定应税财产（在华设立机构场所、在华拥有不动产或不动44 

产公司、在华拥有权益性投资资产）的情况；根据 7 号公告的规定，其不适用于股权转让所得与股45 

权转让方在中国境内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情况。 46 

4) 合理商业目的判定标准 47 

实质重于形式，是中国税务机关对合理商业目的进行判定的基本原则。7 号公告明确了对合理商48 

业目的进行整体考虑和综合判定的八项分析因素： 49 

(1) 境外企业股权主要价值是否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应税财产； 50 

(2) 境外企业资产是否主要由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构成，或其取得的收入是否主要直接51 

或间接来源于中国境内； 52 

(3) 境外企业及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税财产的下属企业实际履行的功能和承担的风险是否能53 

够证实企业架构具有经济实质； 54 

(4) 境外企业股东、业务模式及相关组织架构的存续时间； 55 

(5)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在境外应缴纳所得税情况； 56 

(6) 股权转让方间接投资、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与直接投资、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57 

的可替代性；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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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所得在中国可适用的税收协定或安排情况；以及 59 

(8) 其他相关因素。 60 

5) 期待已久的“安全港”规则终于落地 61 

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交易中，7 号公告对可直接认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情形以及应当62 

认定为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情形进行了列举： 63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情形（同时符合

下列条件） 

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情形（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 

7 号公告的

主要规定 

 境外企业股权 75%以上价值直接或

间接来自于中国应税财产；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发生前

一年内任一时点，境外企业资产总

额（不含现金）的 90%以上直接或

间接由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构成，或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发生前

一年内，境外企业取得收入的 90%

以上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中国境内； 

 境外企业及直接或间接持有中国应

税财产的下属企业虽在所在国家

（地区）登记注册，以满足法律所

要求的组织形式，但实际履行的功

能及承担的风险有限，不足以证实

其具有经济实质； 

 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在境外

应缴所得税税负低于直接转让中国

应税财产交易在中国的可能税负。 

 交易双方的股权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 

1) 股权转让方直接或间接拥有股权受

让方 80%以上的股权 

2) 股权受让方直接或间接拥有股权转

让方 80%以上的股权 

3) 股权转让方和股权受让方被同一方

直接或间接拥有 80%以上的股权 

境外企业股权 50%以上（不含 50%）价

值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中国境内不动产

的，前述第 1）、2）、3）类的持股比

例应为 100%；上述间接拥有的股权按照

持股链中各企业的持股比例乘积计算； 

 本次间接转让交易后可能再次发生的间

接转让交易相比在未发生本次间接转让

交易情况下的相同或类似间接转让交

易，其中国所得税负担不会减少； 

 股权受让方全部以本企业或与其具有控

股关系的企业的股权（不含上市企业股

权）支付股权交易对价。 

汉坤解析 上述关于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直接判

定规定，对于包括 VIE 协议控制架构在

内的跨境投融资交易模式涉及的重组交

易将带来极大的中国税收合规风险和挑

战。 

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交易中，如果同

时满足上述条件，将被认定为具有合理商业

目的，实质上构建了间接转让交易中的“安

全港”规则； 

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前述要求中明确包括

了将以获取更有利的税收结果为目的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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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情形（同时符合

下列条件） 

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之情形（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 

内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排除在安全

港之外的具体判定标准；而是否构成以获取

更有利的税收结果为目的的集团内部间接转

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则通过本次集团内部

交易后可能再次发生的间接转让交易与在未

发生本次集团内部交易情况下的相同或类似

间接转让交易比较税收结果进行测试，凡前

者税收结果可能优于后者的，均不能排除本

次集团内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不是

以获取更有利的税收结果为目的。 

由此可见，“安全港”并非在任何交易安排

下都很安全，也并非此前所设想的那般美好。 

6) 698 号通知和 24 号公告部分退出历史舞台 64 

7 号公告于其成文日期 2015 年 2 月 3 日正式生效执行。2015 年 2 月 3 日前发生但未作税务处理65 

的事项，依据 7 号公告执行。698 号通知第五条、第六条及 24 号公告第六条第（三）、（四）、（五）66 

项有关内容同时废止。 67 

我们将在近日陆续以《非居民企业税收政策重大变化系列解析》为题发布汉坤税法评述，并对 768 

号公告所重构的中国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税收征管体系进行全面的深度解析，敬请关69 

注。 70 

 71 

2、 内地法院在承认境外仲裁裁决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 (作者：刘冬、张亚兴、卢宇浩、72 

邹德龙) 73 

1) 案情摘要 74 

2009 年底，中国高速传媒控股有限公司（“高速传媒”）通过反向并购的方式在美国上市。201075 

年 1 月，史带开曼投资公司（“史带公司”）与高速传媒签订《股份购买协议》以及《投资者权利76 

协议》，以 3000 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 100 万股可转换优先股，并以 9,999,093.85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77 

1,545,455 份认购权证。交割完成后，史带公司认为高速传媒创始人程征等人存在侵吞挪用投资款项78 

等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于是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 79 

2012 年 12 月 19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 HKICA/A11030 及 HKICA/A11098 两份裁决书（“仲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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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裁决”），裁决福建纵横高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福建分众传媒有限公司、程征（合称“被执行人”）81 

等就其违反《股份购买协议》、《投资者权利协议》的行为向史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82 

上述裁决生效后，史带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83 

的安排》（“《安排》”），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福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福州84 

中院于 2013 年 8 月 9 日立案，并于同年 8 月 12 日依法作出（2013）榕执行字第 511、512 号执行裁85 

定书（“执行裁定”）。上述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存款；或者查封86 

（扣押、冻结）其相应财产。 87 

被执行人不服上述裁定，以在中国内地执行仲裁裁决严重违反中国内地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依88 

照《安排》第七条之规定，向福州中院请求依法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福州中院于 2014 年 10 月 989 

日举行听证，经过审理，作出（2014）榕执监字 51 号裁定（“51 号裁定”），驳回被执行人的请求。 90 

2) 案件分析 91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是对涉及“VIE”结构安排和“对赌协议”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是否违92 

反社会公共利益。 93 

对此，被执行人主张本案涉及的“VIE”结构安排和“对赌协议”违反了国务院《外商投资电信94 

企业管理规定》1
 和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外商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通知》2

 及商务部《实95 

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3
 ，故符合《安排》第七条关于“内地法院认定在96 

内地执行香港仲裁裁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裁定不予执行”的规定，应裁定不予执行。 97 

针对被执行人的上述主张，申请执行人主要认为： 98 

(1) 执行法院只能就执行结果是否违反公共利益进行审查，但不能就实体纠纷中的法律适用是99 

否违反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审查。 100 

(2) 史带公司要求被执行人赔偿其因为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并非要求被执行人。 101 

继续履行合同，该仲裁裁决的执行是契约精神的体现，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102 

(3) 对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并不当然构成对于公共政策的违反。部门103 

规章并不属于我国法律的基本制度，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范畴。 104 

                                                      
 

1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十七条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跨境电信业务，必须经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批准，并通过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国际电信出入口局进行。 
2 《关于加强外商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外国投资者在我国境内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应严

格按照《规定》要求，申请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并申请相应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未依法在我国境内设立外商投

资电信企业并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外国投资者不得在我国境内投资经营电信业务 
3 《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第九条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从交易的实质内容

和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包括

但不限于代持、信托、多层次再投资、租赁、贷款、协议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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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中院主要采纳了申请执行人的观点，在 51 号裁定中，法院认为： 105 

(1)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HKICA／A11030及HKICA／A11098两份裁决书是要求被执行人106 

就违反《股份购买协议》和《投资者权利协议》对申请执行人史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107 

非要求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继续履行《股份购买协议》和《投资者权利协议》，本院依据10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规定立案强制执行109 

两份仲裁裁决，要求被执行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符合我国奉行的契约神圣、诚实信用等法110 

律基本原则和公共利益。 111 

(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海口中院不予承认和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112 

请示的复函》“对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并不当然构成对我国公共政113 

策的违反”的精神，本案是否涉及“VIE”结构安排和“对赌协议”、是否违反国务院、信114 

息产业部及商务部等部门规章并不当然构成违反我国公共利益，故被执行人主张本案存在115 

“内地法院认定在内地执行香港仲裁裁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裁定不予执行”的116 

情况，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117 

3) 法律点评 118 

本案再次明确了人民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时，衡量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的“标119 

准”，即“公共政策问题，应仅限于承认仲裁裁决的结果将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我国根120 

本社会利益情形”4。 121 

我们理解，这一“标准”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判断涉外仲裁裁决的执行是否违反公共政策，122 

应从涉外仲裁裁决的执行结果而非仲裁裁决对案件实体的法律适用进行判断。在本案中，福州中院123 

提出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HKICA／A11030及HKICA／A11098两份裁决书是要求被执行人就违124 

反《股份购买协议》和《投资者权利协议》对申请执行人史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非要求被执行125 

人与申请执行人继续履行《股份购买协议》和《投资者权利协议》的观点，则体现了从裁决的执行126 

结果进行判断的认定方法。 127 

第二，“标准”强调涉外仲裁裁决的执行是否违反我国基本法律制度、是否损害我国根本社会128 

利益。本案中，法院并未对“VIE”结构安排和“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力进行正面评价，但从 51 号129 

裁定的结果及法律适用中，不难看出，即使涉外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可能会违反部门规章规定的一130 

些强制性规定，但这并不必然构成对我国基本法律制度和根本社会利益的违反和损害。因此法院也131 

不应一概以涉外仲裁裁决实体内容违反国内法律规定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涉外仲裁裁决。 132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承认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 07-11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中指出，公共政策问题，

应仅限于承认仲裁裁决的结果将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我国根本社会利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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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案对于“VIE”架构中的投资人权益的保护也具有重要意义： 133 

目前国内法律对“VIE”结构安排及“对赌协议”效力问题的规范尚不明朗，相关协议在中国法134 

项下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律风险是存在的。然而，在中国法院对关系到“VIE”结构安排及“对赌协135 

议”的涉外仲裁裁决是否构成“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作出认定时，并未机械地将认定合同无效的标136 

准等同于认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加以适用。这样审慎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共利137 

益原则被滥用的情况发生，有利于对投资人权益的保护。  138 

 139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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