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继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税[2012]85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财税[2014]48号《关于实施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颁布后，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联合颁布了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号（以下简称“101号文”），对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个人投
资者给予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自2015年6月中国股市发生巨幅震荡以来，中央政府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救市措施和相关配套政策，以提振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101号文旨在发
挥税收政策导向作用、鼓励个人长期持股的价值投资行为、抑制短线炒
作，促进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101号文于2015年9月8日起执行。 

主要内容 

101号文规定，自2015年9月8日起，个人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下表所示为新政策实施前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差异： 

个人持股期限 实际税率 
（ 2015 年 9 月 8 日
前） 

实际税率 
（ 2015 年 9 月 8 日
后） 

1个月以内（含1个月） 20% 20%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10% 10% 
超过1年 5% 暂免征收 

 
同时，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持股一年
以内（含一年）的，待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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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结算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在次月五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股息红利差别化征税的适用范围 

新政策适用范围包括个人通过以下控股方式取得的股息红利：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1股票所派发的股息红利 
 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2取得的股息红利 
 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3的股票所派发的股息红利 

• 如何计算持股期限 

101号文在持股期限的计算方法上较之前并无变化，持股期限是指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
前一日的持有时间。个人转让股票时，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持股期
限，即证券账户中先取得的股票视为先转让。上市公司已解禁限售股的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持股一年是指从上一年某月某日至本年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持股一个月是指从上月某日至本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毕马威观察 

 此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三部门再次出招稳定资本市
场信心，其中带出的正面信号值得关注。101号文旨在通过进一步
降低长线投资者的税负，鼓励投资者成为“股东”，而不是短线
炒作的“股民”，从而促进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同时进
一步体现近年来的“结构性减税”税改趋势。 

新政策无疑将会受到有意进行长期股票投资的个人投资者的欢迎，同时
也将进一步影响个人投资者的习惯，分红比例较高的优质公司或会受到
投资者的进一步关注。新政策可能还会激励上市公司定期向个人投资者
派发股息，从而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 

101号文取消了上市公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计算并代扣税款的要求，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将进一步在税款的计算和缴纳过程中发挥管理职能。从
管理操作的角度来说，这将有效地缓解上市公司的行政负担。上市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及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应当相互配合，以完成税
款的扣缴和申报。 

毕马威建议个人投资者也应充分了解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新政，
以确保其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如实反映股息红利收入及相关个人所
得税缴纳情况。同时，虽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承担了应纳税款计算的职
能，上市公司作为扣缴申报义务人，仍然需要根据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
供的相关文件及数据进行核实，确保履行好扣缴义务人的职责。 

 
 

                                                
1上市公司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2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不论持股期限继续按 10%的实际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3 挂牌公司是指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非上市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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