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1年 7月 7日发布 39号公告，对企业转让上市公司限

售股的所得税处理进行了明确。39号公告有助于降低企业转让其代个人或

其他企业持有的限售股取得的收入被双重征税的风险。 

 

39号公告自 2011年 7月 1日起执行。39号公告生效后尚未处理的纳税事

项，按照此公告规定处理；已经处理的纳税事项，不再调整。 

。 

39号公告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作的讨论如下： 
 

1. 什么是限售股? 

 

39号公告并没有对限售股进行定义。在其他税务法规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对

限售股的定义。不过一些个人所得税法规，如财税[2009]167号文（以下简

称“167号文”），对限售股的范围进行了明确。根据167号文，限售股包

括： 

 

 上市公司股权分臵改革完成后股票复牌日之前股东所持原非流通股股

份，以及股票复牌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  

 

 2006年股权分臵改革新老划断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

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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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税务总局、法制办和证监会共同确定的其他限售股。  

 

此外，财税[2010]70号还进一步说明了个人获得限售股的其他一些可能方

式。关于39号公告中的限售股，也许可以参照上述文件中规定的范围与来

源。 

 

2. 企业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收益如何进行企业所得税处理？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及其实施条例第三条的规定，转让限售股取得收

入的企业（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为企业所得

税的纳税义务人。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就股权转让取得的收入缴纳企业所

得税，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3. 如果企业转让因股权分臵改革而代个人持有的限售股，如何处理？ 

 

以下将分别自企业层面和个人层面分析此问题。 

 

企业层面 

 

 企业转让此类限售股取得的收入，应作为企业应税收入计算纳税。此

类限售股转让所得按以下方法计算： 

 

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收入                                                                                                       X 

扣除限售股原值                                                                                      (X) 

扣除合理税费                                             (X) 

所得                                            X  

 

 企业未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不能准确计算该限售股

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该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为该限

售股原值和合理税费。转让所得计算如下： 

 

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收入                                          X 

扣除核定的限售股成本与合理税

费（15% x 转让收入）       

                                          (X) 
 

所得 （85% x 转让收入）                                                                                     X  

 

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为25%，不过如果转让限售股的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

或小型微利企业，该企业转让限售股的所得是否能够同样适用优惠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39号公告中没有明确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建议企业就税务

处理事先征询主管税务机关的意见。 

 

个人层面 

 

依照上述规定完成纳税义务后的限售股转让收入余额转付给实际所有人

时不再纳税。 

  

依法院判决、裁定等原因，通过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企业将其代持的个人

限售股    到实际所有人 下的，不 同转让限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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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在限售股解禁前将其转让给其他企业或个人（以下简称“受让方”），

如何处理？ 

 

 企业应按减持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限售股取得的全部收入，计

入企业当年度应税收入计算纳税。  

 

 企业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前已签订协议转让给受让方，但未  股权

登记、仍由企业持有的，企业实际减持该限售股取得的收入，依照前

一项规定纳税后，其余额转付给受让方的，受让方不再纳税。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企业在与受让方签订转让协议时并不需要纳税，而

是应该在实际减持时，就减持限售股的全部收入计算纳税。 

 

毕马威观察 

 

39号公告出台前，企业转让代个人持有的限售股并将相关收入支付给实际

所有人时，被双重征税的风险很高。首先，代个人持有限售股的企业可能

不能提供股权成本的完整信息与相关凭证。其次，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与企

业所得税法的一般原则，中国的税务当局有权就同一笔所得向企业和个人

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次引入的仅对企业征税原则和核定

收入的15%为成本的方法将大幅降低此类风险。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39号公告只是规定了企业转让因股权分臵改革而代个

人持有的限售股转让时的所得税处理。由于其他原因企业代个人持有的股

份，不管是否限售，很可能不适用于39号公告。在那些情况下，代持股的

股权转让所得被双重征税的风险依然存在。 

 

总体看来，39号公告对在股权分臵改革中签订特别持股协议的特定纳税人

的税务处理进行了明确并给予了一定便利。这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税务总局

在2010年发布的关于个人转让限售股的个人所得税处理的167号文所打下

的基础（参见中国快讯 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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