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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QFII、RQFII 及沪港通税收政策落地(作者：王勇、薛冰、夏莹) 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正式发布了《关于 QFII 和 RQFII 取得中4 

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79 号，“795 

号通知”）1和《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6 

“81 号通知”）2。79 号通知及 81 号通知将于沪港通的正式启动之日（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执行。 7 

1) QFII 和 RQFII 的资本利得所得税征管政策 8 

中国的 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始于 2002 年，对于 QFII 取得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9 

产转让所得（“资本利得”）适用的所得税政策一直处于不明朗的状态。于 2011 年底开始试点的10 

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在资本利得相关所得税征管问题上与 QFII 同样存在着11 

不确定性。 12 

79 号通知明确了 QFII 和 RQFII 的资本利得相关税收征管政策： 13 

(1) 企业所得税暂免征收政策：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对 QFII 和 RQFII 取得来源于中国境14 

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15 

(2) 暂免征收政策适用期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之前 QFII 和 RQFII16 

取得的资本利得应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17 

(3) 暂免征收政策适用范围：79 号通知明确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在中国境18 

内未设立机构、场所，或者在中国境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上述所得与其所设机19 

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QFII、RQFII。 20 

考虑到 79 号通知对企业所得税暂免征收政策采取了分段适用的安排，这将可能对 QFII 以及21 

RQFII 此前向境外投资者分配的收益涉及的潜在税收调整带来一定挑战，就此问题我们建议 QFII 以22 

及 RQFII 尽快与主管税务机关予以确认。 23 

2) 沪港通税收政策概要分析 24 

针对内地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以及香港25 

市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上市 A 股的税收政策，81 号通知做了系统26 

规定： 27 

                                                      
 

1 79 号通知全文详见：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305363/content.html 
2 81 号通知全文详见：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305421/content.html 

新法评述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305363/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30536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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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沪港通所得税征管政策对比 28 

投资者 收益类型 所得税征缴政策 备注 

内地个人 投资香港联交所

上市股票的转让

差价所得 

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

至 2017年 11月16日止，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投资香港联交所

上市股票的股息

红利（包括内地证

券投资基金通过

沪港通投资香港

联交所上市股票

取得的股息红利

所得） 

H 股股息红利： H 股公

司按照 20%的税率代扣

个人所得税 

 

非 H 股股息红利：由中

国结算按照 20%的税率

代扣个人所得税 

H 股公司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结算”）提出申

请，由中国结算向 H 股公司提供内

地个人投资者名册 

 

个人投资者在国外已缴纳的预提

税，可持有效扣税凭证到中国结算

的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税收抵免 

内地企业 投资香港联交所

上市股票的转让

差价所得 

计入其收入总额，依法

征收企业所得税 

 

投资香港联交所

上市股票的股息

红利所得 

计入其收入总额，依法

计征企业所得税 

 

内地居民企业连续持有 H 股满 12

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依法免

征企业所得税 

 

H 股公司对内地企业投资者不代扣

股息红利所得税款，应纳税款由企

业自行申报缴纳，对香港联交所非

H 股上市公司已代扣代缴的股息红

利所得税，可依法申请税收抵免 

香港投资

者（包括

企业和个

人） 

投资上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转让

差价所得 

暂免征收所得税  

投资上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股息

红利所得 

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香港结算”）不具

备向中国结算提供投资

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

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

由上市公司按照 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

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

缴申报。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

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

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

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

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

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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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沪港通买卖股票的营业税征管政策 31 

a)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单位和个人）通过沪港通买卖上交所上市 A取得的差价收入，32 

暂免征收营业税。 33 

b) 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按现行政策规34 

定暂免征收营业税。 35 

c) 对内地单位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按现行政策规36 

定征免营业税。 37 

(3) 沪港通交易印花税征管政策 38 

a) 中国结算和香港结算可互相代收交易印花税: 39 

b) 香港市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继承、赠与上交所上市 A股，按照内地现行税制规定40 

缴纳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 41 

c) 内地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继承、赠与联交所上市股票，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税42 

法规定缴纳印花税。 43 

QFII/RQFII 以及沪港通税收政策的落地在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44 

我们将密切关注和研究相关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并及时与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45 

 46 

 47 

2、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简述 (作者：金文玉、林芳璐、张文瑾) 4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49 

导目录（修订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旨在通过缩减外50 

商投资限制类产业条目、放开部分产业外资股比限制等方式，扩大外资准入与转变外资管理方式，51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相较现行有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 年修订）》（以下简称“现行52 

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的修改主要体现为： 53 

1) 增加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 54 

在现行指导目录项下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条目外，《征求意见稿》根据我国产业发展需求，增加55 

“物联网技术开发与应用”、“养老机构”、“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创意产业”等为56 

鼓励类产业，并将“电网的建设、经营”由限制类调整为鼓励类产业。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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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缩减外商投资限制类产业条目 58 

此次《征求意见稿》将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条目从现行指导目录规定的 79 条减少为 35 条，取59 

消了现行指导目录项下对部分产业的外商投资限制，值得关注的修改主要有： 60 

(1) 取消对“出版物印刷”、“音像制品分销”的外商投资限制； 61 

(2) 取消对“直销、邮购、网上销售”的外商投资限制； 62 

(3) 取消对“房地产业（包括土地成片开发，高档宾馆、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展中心的建设、63 

经营，房地产二级市场交易及房地产中介、经纪公司等）”的外商投资限制； 64 

(4) 取消对“财务公司、信托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的外商投资限制；以及 65 

(5) 取消对“摄影服务”、“电影院的建设、经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设、经营”、“演66 

出经纪机构”、“娱乐场所经营”的外商投资限制等。 67 

3) 放开部分产业的外资股比限制 68 

此次《征求意见稿》将现行指导目录项下要求采取“中外合作”、“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伙”69 

方式投资的产业从 43 条减少为 11 条，将要求由“中方控股”的产业条目从 44 条减少为 32 条，同70 

时进一步明确外商投资银行业及证券公司的资格要求。值得关注的修改主要有： 71 

(1) 取消对电子商务的外资股比限制。 72 

根据现行指导目录，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占比不得超过 50%，本次《征求意见稿》明确将73 

“电子商务”业务排除于前述限制性规定之外。 74 

(2) 取消铁路、传播、航空航天等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等限制类产业项下部分要75 

求“合资、合作”或“中方控股”的规定。 76 

如“民用航空机载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游艇的设计与制造”、“输变电设备的制造”77 

等不再要求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开展投资；“城市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的建设、经营”78 

以及“演出场所经营”等则删除了中方控股要求。 79 

(3) 放宽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股比限制。 80 

现行指导目录规定证券公司的外资比例不超过 1/3，本次《征求意见稿》放宽至不超过 49%。81 

同时《征求意见稿》对外商投资银行业的限制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及82 

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资者向单个中资商业银行投资入股比83 

例不得超过 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及被其控制或共同控制的关联方作为发起人或战略投84 

资者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 25%；投资农村商业银行的境外金融机构必须是银行类金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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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 86 

4) 增加及调整部分外商投资限制或禁止类产业 87 

如前文所述，本次《征求意见稿》较大幅度地增加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缩减限制类产业条目、88 

放开部分外资股比限制，以扩大外资准入。但与此同时，《征求意见稿》亦根据我国产业发展实际情89 

况和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将部分新增产业纳入外商投资限制或禁止类目录，或对部分产业于限制类90 

或禁止类项下的归属进行调整，主要有： 91 

(1) 将“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制作业务”由禁止类调整为限制外商投资类，并要求由中方92 

控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业务”则仍保留为禁止类； 93 

(2) 将“法律咨询”由限制类调整为禁止外商投资类，并将其名称具体调整为“中国法律事务94 

咨询”； 95 

(3) 现行指导目录项下“烟草的批发、零售、配送”系限制类产业，现将“烟叶、卷烟、复烤96 

烟叶及其他烟草制品的批发、零售”调整为禁止外商投资类； 97 

(4) 将“高等教育机构”由鼓励类调整为限制类产业，并由要求限于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形式98 

变更为限于中外合作、中方主导；增加“育幼教育”为限制类产业，并限于中外合作、中99 

方主导；增加“医疗机构”为限制类产业，并限于中外合作； 100 

(5) 增加“网络出版服务”、“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文物商店”为禁止外商投资类产业。 101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此次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稿）》仍为征求意见稿，有待国102 

家发改委按照所征求的意见进一步予以修改和定稿。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此次修改将对扩大对外103 

开放、促进国际国内资源优化配置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将持续关注意见征求结果，并及时与104 

您分享最新的外商投资相关政策与法律动向。 105 

 10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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