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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三板”试点扩大至全国，挂牌条件细化标准出台（作者：林燚新、智斌） 3 

2013 年 6 月 19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了“将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全4 

国”的政策措施，将首批由北京、天津、武汉和上海四地的国家级高新园区新三板试点范围扩大到5 

全国范围。具备“转板”前景的新三板作为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重要跳板，其扩容使得新三板6 

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创新、创业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7 

推进企业的挂牌速度。 8 

2013 年 6 月 20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9 

司”）发布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基10 

本标准指引》”），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规11 

定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挂牌的条件进行细化，全国股份转让系统12 

公司对申请挂牌公司符合《基本标准指引》的，原则上同意其股票挂牌申请，重点围绕申请挂牌公13 

司的信息披露是否满足要求和主办券商是否按要求完成尽职调查提出审查意见。《基本标准指引》自14 

公布之日起施行。 15 

《业务规则》规定，申请挂牌公司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2)业务明确，16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3)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17 

合规；(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6)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具体标准如下： 18 

1) 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19 

《基本标准指引》规定，依法设立包括公司设立的主体与程序、股东出资方式与比例符合《公20 

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国有性质、外资性质等特殊性质的公司取得其主管部门的批复文件，21 

《公司法》2006 年 1 月 1 日修改前设立的股份公司须取得国务院授权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22 

文件。 23 

《基本标准指引》规定，存续满两年是指存续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而非 24 个自然月。对于有24 

限责任公司按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25 

之日起计算，应以改制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额为依据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不得改变历史成26 

本计价原则或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账务调整，申报财务报表最近一期截止日不得早于改制基准日。 27 

2) 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28 

根据《基本标准指引》，“业务明确”是指公司能够明确、具体地阐述其经营的业务、产品或服29 

务、用途及其商业模式等信息，公司可以同时经营一种或多种业务，每种业务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30 

定、产业政策并取得相应的资质许可，其关键资源要素应具有投入、处理和产出能力并与商业合同、31 

收入或成本费用等相匹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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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能力”要求申请挂牌公司的业务：（1）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运记录，不应仅存在33 

偶发性交易或事项；（2）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34 

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35 

审计报告；（3）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解散的情形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破产申请。 36 

3) 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37 

根据《基本标准指引》，申请挂牌公司应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38 

司治理架构与公司治理制度并规范运作，公司的董事会要对报告期内的公司治理机制执行情况进行39 

讨论与评估。 40 

“合法规范经营”要求申请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41 

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具体包括： 42 

(1) 申请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24 个月不得有受到刑事处罚、适用重大违43 

法违规情形的行政处罚、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44 

(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依《公司法》适格，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45 

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46 

(3) 申请挂牌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内的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47 

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或在申请挂牌前已规范或归还； 48 

(4) 申请挂牌公司设有独立财务部门进行独立的财务会计核算，会计政策能如实反映企业49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50 

4) 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51 

根据《基本标准指引》，“股权明晰”是指申请挂牌公司的股东适格（特殊性质的股东遵循相关52 

法律规定）、股权结构清晰、真实确定，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或者潜在纠纷。 53 

“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是指申请挂牌公司、其控股子公司或纳入合并报表的其他企54 

业的股票发行与转让行为均合法合规，股票转让符合限售规定，不存在以下行为： 55 

(1) 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行为； 56 

(2) 违法行为虽发生在 36 个月之前，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57 

法》实施前形成的股东超 200 人的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确认的除外）。 58 

5) 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59 

《基本标准指引》规定，申请挂牌公司应已与主办券商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主办60 

券商完成尽职调查和内核程序，对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独立意见并出具推荐报告。 61 

6)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要求的其他条件 62 

根据《基本标准指引》的规定，除上述条件外，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无其他要求的条件。 63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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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税总局发文规范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试点问题（作者：66 

张平、冉璐、刘梦竹） 6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税总局”）近日发布了《关于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68 

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政策试点有关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69 

2013 年第 25 号）（以下简称“《公告》”），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70 

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67 号）以及相关规定，进71 

一步明确政策试点有关征收管理的问题，贯彻落实国家鼓励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公告》的主72 

要内容在于如下八项： 73 

1) 明确适格的试点政策享受主体 7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 号）第二条基75 

于“穿透原则”，将合伙企业视为一个“透明主体”，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76 

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77 

因而只有依法应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法人和其他组织才能成为享受试点政策的主体，为此，《公告》予78 

以明确，财税〔2012〕67 号文中所针对的“注册在苏州工业园区内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79 

人合伙人”（以下简称“法人合伙人”），指的是：首先，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80 

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和《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39 号），在苏81 

州工业园区设立的专门从事创业投资活动的有限合伙企业；其次，法人合伙人是指依照《中华人民82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的通知》83 

（国税函[2009]377 号）等相关规定，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人居民企业。 84 

2) 规定享受试点政策的时限 85 

基于政策试点有效期的考虑，《公告》规定，符合财税〔2012〕67 号文第三条规定条件的有限合86 

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创业投资企业”）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87 

在试点期间内满 24 个月的，其法人合伙人可按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88 

3) 规定投资额的抵扣和所得税的计缴问题 89 

由于实践中法人合伙人投资多家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而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资活动存在固有90 

风险，其回报和分配无法统一。如果限定法人合伙人可抵扣的投资额仅能抵减从其对应投资的创业91 

投资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则会造成法人合伙人的可抵扣投资额无法完全得到抵减，与财税92 

[2012]67 号文所期待的效果相悖。《公告》明确指出，法人合伙人按照财税〔2012〕67 号文第二条规93 

定计算其投资额的 70%抵扣从该创业投资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并且就其在苏州工业园区内符合94 

条件的全部创业投资企业合并计算可抵扣的投资额和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如果当年不足抵扣，可95 

结转以后纳税年度继续抵扣；如果当年抵扣后有结余，应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96 

4) 明确创投资企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及合理分配问题 97 

公告第四条明确了在政策试点过程中，仍应以财税[2008]159 号文件作为配套征收管理工作的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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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对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坚持“先分后税”的基本原则。 99 

5) 明确试点政策中创投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当局的责任 100 

《公告》设定了 3个月的申报期限，依据这一的要求，创业投资企业应在年度终了后 3个月内（2012101 

年度可在年度终了后 5 个月内），报送有关纳税申报的资料。这一规定与一般合伙企业的个人所得税102 

申报时间一致，并保证了法人合伙人在 5 月 31 日前进行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缴申报时，能够及时提供103 

纳税申报资料。 104 

同时，《公告》明确了申报材料问题，要求报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105 

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7 号）第四条规定的备案资料、《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106 

伙人应纳税所得额抵扣情况明细表》和创业投资企业的验资报告。 107 

依照《公告》规定，苏州工业园区主管税务机关在审核中应关注该年度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108 

得额、法人合伙人的分配比例、法人合伙人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法人合伙人可抵扣的投资额等项109 

目，明确了试点政策中创业投资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监管责任。 110 

6) 明确申请优惠备案的手续 111 

由于可能存在创业投资企业主管税务机关与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的主管税务机关不一致112 

的情况，法人合伙人申请优惠时，还需提交苏州工业园区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盖章后的《有限合伙制113 

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应纳税所得额抵扣情况明细表》以及该创业投资企业的验资报告，以方便114 

主管税务当局依法征税。 115 

《公告》同时赋予了主管税务当局提出异议的权利，具体而言，当法人合伙人所在地主管税务116 

机关对相关备案资料有疑义时，其可向苏州工业园区主管税务机关函证或在苏州工业园区税务机关117 

网站查询，苏州工业园区税务机关应及时回复法人合伙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函询。 118 

7) 促进积极反馈 119 

《公告》要求苏州工业园区税务机关在执行政策过程中，须做好政策效应评估工作，并及时反120 

馈。这一点是为了发现并解决政策试点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问题，促进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 121 

8) 明确生效时间 122 

《公告》第八条规定，其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鉴于国务院批准的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合伙123 

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政策试点有限期为两年，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124 

31 日，因此，《公告》作为配套的管理制度追溯至 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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