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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据媒体报道，山西省晋城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晋城国税局”）
最近对境外非居民企业BVI公司间接转让山西省一家煤炭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煤炭公司”）成功征税4.06亿元。此笔股权转让交易中，
BVI公司转让了其持有的山西煤炭公司股权的香港子公司。这是继
2011年间接转让康师傅饮品有限公司股权缴纳企业所得税3.06亿元
和今年1月恒大税案中征税2.99亿元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缴
纳企业所得税的新高。目前，税务机关不断加大698号文件的执行力
度，晋城税案正在是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近期的一些与698号文
件相关的案例也引起了业内的普遍关注。 
 
698号文件和晋城税案的背景 
 
698号文件中对间接股权转让征税的规定基于《企业所得税法》中的
一般反避税条款。如果非居民企业通过滥用组织形式，间接转让中国
居民企业的股权，且不能证明其境外控股公司的经济实质的，税务机
关可能会将该交易重新定性为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 
 
晋城税案中的山西煤炭公司是于2000年成立的我国第一家中外合作
大型煤炭企业。经过数次股权转让后，BVI公司（以下简称“转让
方”）通过其香港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控股公司”）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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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煤炭公司56%的股权。 
 
2011年3月，晋城国税局发现，拥有山西煤炭公司股权的香港公司被
其母公司BVI 公司以6.69亿美元整体转让给在香港注册的某煤炭业
控股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从目前了解的信息看，在此交易
中，转让方似乎并没有根据698号文件的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相
关书面资料。晋城国税局在获知相关交易信息后，向股权转让双方发
出税务事项告知书，要求依法提供相关资料，同时深入山西煤炭公司
了解股权转让有关情况。晋城国税局认为该股权转让交易中存在滥用
组织形式，香港控股公司缺乏经济实质，要求转让方按照698号文件
的规定缴纳税款。 
 
在与转让方的税务代理公司数次沟通、谈判未果的情况下，晋城国税
与受让方积极协商，作好从未支付转让款中扣缴税款的准备工作。在
多方努力下，转让方终于同意向晋城国税局缴纳4.03亿元的税款。 
 
晋城税案和 698号文件的发展 
 
继之前媒体报道的一些税务机关执行698号文件，征收税款金额大的
案件， 晋城国税局征收的4.03亿元是目前报道的最大单笔非居民间接
股权转让所得税。仅去年一年，全国共征收非居民间接转让股权企业
所得税10.4亿元，比上年增长4倍。由于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影响，
非居民企业股东间接或直接转让居民企业股权活动频繁。 
 
在晋城税案中，晋城国税局不是直接向转让方追征税款，而是要求受
让方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虽然698号文件直接对股权交易转让方的纳
税义务加以规定，但是在过去的案例中，不少税务机关采取了和晋城
国税局同样的方法。晋城国税局的这种处理方法也是基于税收征管法
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的报道中提及晋城国家税务局考虑过征收滞纳金
和罚款的问题。税务机关在实际执行698号文件进行征收时是否除了
向股权转让方征收税款外还加收罚款，一直以来都还存在争议。如果
日后有关于山西税案中罚款金额如何确定的具体细节，投资者将深感
兴趣。 
 
虽然还没有确切得知晋城国税局如何获悉股权转让交易并就此征税，
但很明显的是，国地税在针对698号文件所规定的应税交易信息收集
和识别方面越来越有经验。今年国家税务总局和工商管理总局建立了
股权信息交换平台。在地方层面，安徽省国税局和安徽省商务厅最近
建立了股权转让管理合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商务部门在批准企业
外方股权变更后，会及时将有关批件抄送相关税务部门。其他地区也
可能采取类似的做法。此外，税务机关从公共途径（例如：上市公司
年报和证券交易所公告）获取征税信息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与印度沃达丰税案及印度税收政策发展之比较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印度税务当局对境外间接股权转让征税的案例，沃
达丰税案被认为是对698号文件的执行有一种“启发”作用。698号文
件和印度税务当局对境外间接股权转让征税的举动引起了业内人士
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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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沃达丰的最终裁决，撤销了孟买高院早先
所作出的裁决。印度最高法院认为对于境外间接转让印度的电信资产
不予征税，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印度税务当局对境外间接转让征税行
为的决定性一击。沃达丰税案使大家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唯
一的对境外间接股权转让严格征税的国家，中国的税务机关是否考虑
在698号文件的执行的力度上有所缓和。 
 
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应该不会因为沃达丰税案的结果而改变其执行
698号文件的进程。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有消息称印
度最高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国家政策层面的考虑。之前
孟买高院的决定被认为对印度吸引外国投资的环境产生了一些负面
影响。而且，相对于国际上通行的来源地征税原则，这一征税决定的
技术基础稍显薄弱；其次，中国对境外间接股权转让征税的理论基础
和印度税务当局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沃达丰税案的结果对中国税务机
关而言，其参考价值有限；再者，698号文件是基于中国的一般反避
税条款对股权转让交易予以重新定性，从而征收相关税款。而印度目
前的税法中并没有类似的一般反避税条款；最后，对于在沃达丰税案
中所征收的税款而言，沃达丰只是扮演扣缴义务人的角色。而698号
文件则是向实际投资者（即纳税人）征收税款。 

 
毕马威观察 
 
晋城税案在中国税务机关更为频繁地运用698号文件的背景下变得广
为人知，同时受到关注的还有近期的多个涉及重大税收金额的有关案
例报道。这些事态的近期发展，可能源于中国税务机关拓宽了其信息
收集渠道，同时这些进展也成为印度（另一个对境外间接股权转让征
税的主要国家）强化其对境外间接转让的税收立场的一个引人深思的
背景。 
 
在印度有关事件的新发展可能有助于国税总局抵制任何关于放松698
号文件执行力度的呼吁，因为印度政府正在致力于引入具有追溯效力
的新法规。新法规认为出售印度境外注册企业的股权，只要该企业的
价值主要由来源于印度的资产构成，则有关企业取得的股权转让收益
将被认为是来源于印度所得（事实上这推翻了印度最高法院对沃达丰
税案的判决）。就其潜在适用范围而言这一规定比698号文件似乎有
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即便是中国税务机关根据698号文件征税，尚且
需要根据一般反避税规定发现有滥用组织结构避税的情况发生。  
 
最近的晋城税案、沃达丰税案在印度的判决以及印度相关立法的发
展，都是值得持续关注这方面事态进展的投资者进行深思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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