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sture
Trusture Business Service Company Limited

Shanghai •China

China Laws and Regulations Update
TBS-CLR-201110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1 号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个人终止投资经营收回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0 号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5 号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全文
全文
全文

如欲垂询有关本文的资料或其它税务分析及意见，请联络：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advice on the above subject or analysis of other tax issues, please contact:
联络方式
Contact Us
电话：+86 21 55317698
Tel:
+86 21 55317698
邮件：info@trusture.com
Email: info@trusture.com
网页：http://www.trusture.com
Website:http://www.trusture.com

TBS-CLR-201110

1

China Taxa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Update

Trusture

法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个人终止投资经营收回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现对个人终止投资、联营、经营合
作等行为收回款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公告如下：
一、个人因各种原因终止投资、联营、经营合作等行为，从被投资企业或合作项目、被投资
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以及合作项目的经营合作人取得股权转让收入、违约金、补偿金、赔偿金及以
其他名目收回的款项等，均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适用的规定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个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违约金、补偿金、赔偿金及以其他名目收回款项
合计数-原实际出资额（投入额）及相关税费
二、本公告有关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
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285 号）执行。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未处理事项依据本公告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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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0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就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已将货物移送对方并暂估销售收入入
账，但既未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也未开具销售发票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
本公告自 201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纳税人此前对发生上述情况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的，可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按本公告规定做纳税调整。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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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45 号
为规范和加强对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被认定为居民企业的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的所得税
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发
布，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的所得税税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国政府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含与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税收安排，以下简称税收协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注册中资
控股企业依据实际管理机构标准认定为居民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2 号，以下简
称《通知》）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中资企业）是指由中国内地企业
或者企业集团作为主要控股投资者，在中国内地以外国家或地区（含香港、澳门、台湾）注册成
立的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以下简称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是指因实
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而被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的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
第四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相关管理规定的要求，
履行居民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并在向非居民企业支付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款项
时，依法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主管税务机关包括：
（一）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与境内主要控股投资者所在地一致的，为
境内主要控股投资者的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
（二）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与境内主要控股投资者所在地不一致的，
为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的国税局主管机关；经共同的上级税务机关批准，企业也可以选择境内主
要控股投资者的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为其主管税务机关。
（三）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存在多个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的，由相关税务机关报共同的上级
税务机关确定。
主管税务机关确定后，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层报税务总局批准。
第二章 居民身份认定管理
第六条 境外中资企业居民身份的认定，采用企业自行判定提请税务机关认定和税务机关调
查发现予以认定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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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境外中资企业应当根据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实际情况，自行判定实际管理机构是否设立
在中国境内。如其判定符合《通知》第二条规定的居民企业条件,应当向其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提出
居民身份认定申请,同时提供以下资料：
（一）企业法律身份证明文件；
（二）企业集团组织结构说明及生产经营概况；
（三）企业上一个纳税年度的公证会计师审计报告；
（四）负责企业生产经营等事项的高层管理机构履行职责场所的地址证明；
（五）企业上一年度及当年度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居住的记录；
（六）企业上一年度及当年度重大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七）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八条 主管税务机关发现境外中资企业符合《通知》第二条规定但未申请成为中国居民企
业的，可以对该境外中资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情况进行调查，并要求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本
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资料。调查过程中，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要求该企业的境内投资者提供相关资
料。
第九条 主管税务机关依法对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提出初步认定意见，将据以做
出初步认定的相关事实（资料）、认定理由和结果层报税务总局确认。
税务总局认定境外中资企业居民身份的，应当将相关认定结果同时书面告知境内投资者、境内被
投资者的主管税务机关。
第十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收到税务总局关于境外中资企业居民身份的认
定结果后，应当在 10 日内向该企业下达《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居民身份认定书》（见附件 1）,
通知其从企业居民身份确认年度开始按照我国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规定及本办法规定办理有关税
收事项。
第十一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发生下列重大变化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报
告主管税务机关，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层报税务总局确定是否取消其居民身份。
（一）企业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变更为中国境外的；
（二）中方控股投资者转让企业股权，导致中资控股地位发生变化的。
第十二条 税务总局认定终止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居民身份的，应当将相关认定结果同时书
面告知境内投资者、境内被投资者的主管税务机关。企业应当自主管税务机关书面告知之日起停
止履行中国居民企业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与扣缴义务，同时停止享受中国居民企业税收待遇。上述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做好减免税款追缴等后续管理工作。
第三章 税务登记管理
第十三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应当自收到居民身份认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供以下资料申报办理税务登记，主管税务机关核发临时税务登记证及副本：
（一）居民身份认定书；
（二）境外注册登记证件；
（三）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第十四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经税务总局确认终止居民身份的，应当自收到主管税务机关
书面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第十五条 发生本办法第四条扣缴义务的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应当自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扣缴税款登记。
第四章 账簿凭证管理
第十六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应当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的规定，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并在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 15 日内将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
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及有关资料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第十七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存放在中国境内的会计账簿和境内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报表
等资料，应当使用中文。
第十八条 发生扣缴义务的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应当设立代扣代缴税款账簿和合同资料档
案，准确记录扣缴企业所得税情况。
第十九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与境内单位或者个人发生交易的，应当按照发票管理办法规
定使用发票，发票存根应当保存在中国境内，以备税务机关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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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申报征收管理
第二十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按照分季预缴、年度汇算清缴方法申报缴纳所得税。
第二十一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发生终止生产经营或者居民身份变化情形的，应当自停止
生产经营之日或者税务总局取消其居民企业之日起 60 日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需要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应在注销税务登记前，就其清算所得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十二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应当以人民币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所得以人民币以外的
货币计算的，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
税。
第二十三条 对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未依法履行居民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主管税务机关
应依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年度申报和汇算清缴结束后两个月内，判定其构成
居民身份的条件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对实际管理机构转移至境外或者企业中资控股地位发生变
化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层报税务总局终止其居民身份。
对于境外中资企业频繁转换企业身份，又无正当理由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层报国家税务总局核准
后追回其已按居民企业享受的股息免税待遇。
第二十四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按季度核查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向非居民企业支付股息、利
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转让财产收入及其他收入依法扣缴企业所得税的情况，发现该企业未
依法履行相关扣缴义务的，应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
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并向非居民企业追缴税款。
第六章 特定事项管理
第二十五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
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转让财产所得以及其他所得，应当向相关支付方出具本企业的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居民身份认定书》复印件。
相关支付方凭上述复印件不予履行该所得的税款扣缴义务，并在对外支付上述外汇资金时凭
该复印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相关税务证明。其中涉及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其他税种纳税
事项的，仍按对外支付税务证明开具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非居民企业转让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股权所得，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被
转让的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应当自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并
提供股权转让合同及相关资料。
第二十七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特别纳税调整
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 号）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申报及同期资料准备等义务。
第二十八条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同时被我国与其注册所在国家（地区）税务当局确认为税
收居民的，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确定其居民身份；如经确认为我国税收居
民，可适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签订的税收协定，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
遇手续；需要证明其中国税收居民身份的，可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
明》，主管税务机关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
第二十九条 境外税务当局拒绝给予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税收协定待遇，或者将其认定为所
在国家（地区）税收居民的，该企业可按有关规定书面申请启动税务相互协商程序。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企业提请协商的申请后，应当及时将申请及有关资料层报税务总局，由税务总
局与有关国家（地区）税务当局进行协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做好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情况汇总统计工作，于每
年 8 月 15 日前向税务总局层报《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2）。税务总局不定期对各地相关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通报各地。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税务总局负责解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操作规程。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根据《通知》规定已经被认定为非境内
注册居民企业的，适用本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返回目录]
如欲垂询有关本文的资料或其它税务分析及意见，请联络：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advice on the above subject or analysis of other tax issues, please contact:
联络方式
Contact Us
电话：+86 21 55317698
Tel:
+86 21 55317698
邮件：info@trusture.com
Email: info@trusture.com
网页：http://www.trusture.com
Website:http://www.trus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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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is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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