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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积极聆听纳税人诉求：确
保创投基金总体税负不增
二零一八年九月
第二十八期
摘要
8 月 30 日，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总局）在三季度政策解读会上表示，境内合伙企业发生股权转
让的，自然人合伙人应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项目，适用 5%-35%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
率。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和讨论，舆论热度持续不减 1。9 月 6 日，利好消息传来。国务院常务
会议 2 决定，为促进创业创新，保持地方已实施的创投基金税收支持政策稳定，提出由有关部
门结合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按照不溯及既往、确保总体税负不增的原则，抓紧完善进
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

详细内容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短短一句
话，囊括了以下三项信息。
保持地方已实施的创投基金
税收支持政策稳定
此前许多地方政府为了促进
私募股权基金等股权投资企
业发展，为合伙制股权基金
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提供了
地方层面的个人所得税 “宽松
处理”——不执行有限合伙企
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
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业取
得的股权投资收益，可按“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财产
转让所得”应税项目，按照 20%
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务院的表态使得上述地方
层面宽松的税收处理有望从
实质上得以延续。值得关注
的是，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中提及的是“创投基金”税收支
持政策，是否包括我们广义
上理解的私募股权基金尚不
明确。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修
订将结合创投基金税收一并
考虑
适逢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修订的良机，国务院似乎意
在将此前宽松的地方性政策
通过税收立法的方式予以明
确。近年来，无论是营改增
还是在个税修法，纳税人在
税收立法过程中呼吁的一部
分问题，能获得迅速的处理。
对于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将如何针对创投基金有限
合伙人的收入拟议特定条款，
我们拭目以待。
原则：不溯及既往、确保总
体税负不增
税务总局政策解读会后，合
伙制股权基金普遍关心的问
题就是此前已经按照 20%纳
税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是否
需要按照 5%-35%的税率补
缴以前年度税款。本次国务
院常务会议相当于一颗定心
丸，不仅不追溯，且将确保

未来新政下创投基金的总体
税负不会增加。

注意要点
如果未来新政考虑延续此前
各地方政府对股权投资基金
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统一按
照 20%税率征税的政策，还
需要从技术角度和行业特征
角度综合考量政策细节。按
照财税[2000]91 号文，现行
合伙企业的 “先分后税”原则
是指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年度
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
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投
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
（即净所得概念）。但个人
所得税法下的财产转让所得
一般是指个人的股权转让收
入减去股权投资成本的“毛所
得”。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将如何协调解决这个技
术性问题，仍然拭目以待。
此外，如若按财产转让所得
征税，处置不同投资标的的
损益是否可以盈亏互抵以及
如何实现也同样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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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具体政策尚不明朗，然而本次
国务院常务会议传递出一个积极的
信号，中国在税收法定的过程中将
秉持更为开放平等的态度，积极聆
听各行业纳税人的声音，以解决特
定纳税人可能面临的税收不合理、
不确定性。普华永道中国也将继续
跟进政策发展，及时分享我们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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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观点，为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提
供全方位协助。

注释
1.

2.

2018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详细
内容请参见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9/06/content_5319849.htm

关于境内合伙制股权基金的自然人有限
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政策的争议与思考，
请参见普华永道《中国税务/商务新知》
2018 年第 27 期
https://www.pwccn.com/zh/chinatax-news/2018q3/chinatax-newssep2018-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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