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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税务处理对并购双方股东的影响
——以成飞集成收购同捷科技为例

南星恒（副教授） 杨 静 曲培烊

（兰州商学院会计学院 兰州 730020）

【摘要】本文以成飞集成收购同捷科技为例，对比分析了不同税务处理下并购双方股东所得税税负。发现特殊

性税务处理不会产生重复纳税，并且会给被收购方参与换股股东带来巨额的节税效应；对于收购方股东会因此承担

的转嫁税收，在理论上会被递延纳税的作用完全抵消掉。通常特殊性税务处理，还可以结合使用其他税收优惠政策。最

后，本文对并购双方把税务处理方法的选择放到整个并购方案规划之中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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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3年 1月 12日，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飞集成”）（002190）发布公告，拟以“现金+
股权”的方式向中科远东等21家企业及雷雨成等36名自

然人购买其持有的上海同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

捷科技”）87.86%的股权。该项并购号称 IPO（首次公开发

行）大审查后首例并购退出，在 IPO审核与发行基本停滞

的背景下，PE（私募股权投资）股东将所投资企业卖给上

市公司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退出渠道。

这种“现金+股权”的支付方式在实务界极为常见。我

国税法对该种支付方式给出了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

税务处理的选择方案。选择不同的方案，并购双方的税收

负担不同，直接影响并购过程中各方的现金流量。选用不

同的税务处理方式，会影响收购方并购整合的难度及并

购目的的实现，涉及广大股民的利益；会影响被收购方PE
股东该项投资的回报率，减少当期现金流入，甚至完全吞

噬现金对价。因此，是否选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对并购双方

十分重要，应是双方定价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税收

转嫁的隐蔽性与纳税的递延性，容易使并购双方忽略不

同税务处理对自己的影响，甚至不能达到并购目的。成飞

集成收购同捷科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文对该案例

进行分析，系统地分析并购双方在不同税务处理方式下

的税收负担，直观地揭示出不同税务处理方式对并购双

方当期和出售期的影响。

二、案例概况：以“现金+股权”的支付方式收购

2013年1月12日，成飞集成发布公告：为了增强综合

竞争力，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品牌叠加效应，拟以“现金+
股权”的方式收购同捷科技 87.86%的股权。自此，正式启

动了国内最大、最知名的自主品牌汽车设计公司——同

捷科技的并购重组项目。经过三个月的磋商谈判，成飞集

成和同捷科技基本达成了合作共识并形成收购预案，并

购重组项目稳步推进。

1. 背景介绍。收购方：成飞集成。成飞集成由成都飞

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股，是以汽车模具制造和

航空零件加工为主业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与一汽大众、上海大众、奇瑞汽车、广州本田、广

州丰田、长安铃木等国内知名的汽车制造商都建立了良

好的业务关系，同时汽车模具产品还远销到美国、英国、

意大利等国家，成功为通用、福特、路虎、雷诺、沃尔沃等

国际知名汽车制造商的新车型配套制造模具。

被收购方：同捷科技。同捷科技是国内最大、实力最

强的独立汽车设计工程公司，也是我国最早的汽车设计

工程公司。公司成立于1999年，创业团队来自哈工大汽车

技术研究所，具有20年的汽车设计工程经验；公司现已建

立了一套完整的 22 000项精细设计与工程开发流程；总

公司
简称

流通
股

所属
行业

成飞集成

34 518.84万股

其他专用设备
制造业

股票
代码

发行
日期

所属
地区

002190

2007-11-15

四川

总股本

上市
日期

所得税
税率

34 518.84万股

2007-12-03

15.00%

表 1 成飞集成简介

公司
简称

成立
日期

同捷科技

1999-10-10

注册
资本

公司
类型

18 777.90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

实收
资本

法人
代表

18 777.90万元

雷雨成

表 2 同捷科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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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整理了世界先进水平的 33 000多项设计工程技术标

准；积累了300多个车型数据库，拥有3 000多人的技术研

发团队。

2. 并购过程。A表示增发前成飞集成的股东，B表示

同捷科技参与换股的股东，C表示同捷科技未参与换股的

股东。

并购前：

并购后：

3.“现金+股权”的支付方式。根据《四川成飞集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预案》，整理如下：

成飞集成与同捷科技达成股权收购协议，成飞集成

以本公司公允价12.58元/股的3 985.24万股和4 340万元

银行存款收购同捷科技 87.861 8%的股份，从而使同捷科

技成为成飞集成的控股子公司，同捷科技共有股权

18 777.90 万股，假定收购日同捷科技的计税基础等于

2012年 9月 30日账面净资产 45 500万元，双方认可的公

允价为 62 000万元，且双方承诺企业重组不改变重组资

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同捷科技取得股权支付的原

主要股东承诺在重组后连续 12个月内，不转让所取得的

股权。交易具体收支情况见表3、表4。

三、两种税务处理方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发布的《关于企业重

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明确了根据重组的不同情形，企业重组可以分别适

用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选用不同的

税务处理方式，对并购各方影响不同，影响到并购整合的

难度和并购协同效用的发挥以及并购目的的实现。

上述股权收购中，收购企业购买的被收购企业的股

权占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87.861 8%，超过了75%；收购

企业在该股权发生收购时的股权支付比例为 92.03%，超

过了交易支付总额的85%，且股权收购完成后不改变重组

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因此该股权收购适用特殊

性税务处理方式。下面分别分析不同税务处理方式下并

购各方的纳税情况。

1. 方案一：采用一般性税务处理方式。选用一般性税

务处理的原则是“按公允价值确认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

失，按公允价值确认资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根据《个人

所得税法》规定，个人转让股票所得属于“财产转让所得”

应税项目，应按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而《企业所得

税法》规定，转让股票所得统一按 25%的税率计征企业所

得税。

对案例分析可知，在一般性税务处理方案下，被收购

方（同捷科技）参与换股股东负担了全部所得税 3
398.367 9 万元，占到其收到现金对价 4 340 万元的

78.30%，并且在当期支付，吞噬了大部分现金。收购方（成

飞集成）股东当期无所得，无须交所得税。

2. 方案二：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方式。国家出于对税

收中性和纳税必要资金的考虑，对于符合条件的股权支

付部分允许并购双方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方式，暂不确

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按原计税基础确认新资

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方式对并购

双方的股东影响是不同的：①对于被收购方参与换股股

东而言，其将一部分税收负担转嫁给了收购方股东，转嫁

100% 87.861 8% 12.138 2%

A股东

成飞集成

B股东

同捷科技

C股东

89.649 8% 10.350 2%

87.861 8% 12.138 2%

A股东

成飞集成

B股东

同捷科技

C股东

法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

合计

现金支
付金额
（万元）

1 863.97

2 476.03

4 340.00

相对比例

42.948 6%

57.051 4%

100.00%

股权支
付股数
（万股）

2 832.38

1 152.86

3 985.24

相对比例

71.071 8%

28.928 2%

100.00%

现金+股权

37 495.310 4

16 979.008 8

54 474.319 2

相对比例

68.831 2%

31.168 8%

100.00%

表 3 同捷科技股东接收“现金+股权”分配表

股份支
付的部
分

非股份
支付的
部分

转让方：同捷科技

支出

收到

支出

收到

15 184.148 0万股同捷
科技股权

3 985.24 万股成飞集
成股权

1 314.452 9 万股同捷
科技股权

4 340万元银行存款

收购方：成飞集成

收到

支出

收到

支出

15 184.148 0 万股同捷
科技股权

3 985.24万股成飞集成
股权

1 314.452 9 万股同捷
科技股权

4 340万元银行存款

表 4 并购双方具体收支情况

被收购方（同捷科技）参与换股股东

同捷科技参与转股股东应确认转让所得=
（62 000-45 500）×87.861 8% =14 497.20（万元）

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转让所得
=14 497.20×31.168 8%
=4 518.606 915（万元）

并购当期因所得税产生的现金流出

自然人股东应纳所得
税=4 518.606 915×20%
=903.725 6（万元）

应纳所得税合计=903.725 6+2 494.642 3
=3 398.367 9（万元）

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转让所得
=14 497.20×68.831 2%
=9 978.590 085（万元）

法人股东应纳所得税
=9 978.590 085×25%
=2 494.642 3（万元）

收购方（成飞集成）股东

（1）成飞集成取得的同捷
科技 16 498.600 9万股的
股权的计税基础，按公允价
值确定为54 474.319 2万元
（2）收 购 方 股 东 持 有 股
权：计税基础=公允价值

当期因所得税产生的现
金流出为0万元

表 5 并购双方采用一般性税务处理方式时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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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取决于收购方股东在换购后的持股比例，未转嫁

的税收负担享受递延纳税。②对于收购方股东而言，承担

转嫁的税收负担，也享受递延纳税。案例分析情况见表6。

分析案例可知，在特殊性税务处理方案下，被收购方

（同捷科技）参与换股股东只需在未来缴纳112.660 3万元

的所得税，确实把大部分税收负担转嫁给了收购方（成飞

集成）股东。收购方（成飞集成）股东实际税收负担的轻

重，与其享受递延纳税的效应大小有关。

四、不同税务处理对并购双方股东的影响

1. 对收购方股东的影响分析。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使得收购方股东的税收负担加重，要承担被收购方参与

换股股东转嫁的税款。

但在理论状态下，其所承担税款会被递延纳税的效

应完全抵消，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对收购方股东没有影

响。案例分析结果见表7、表8。

由此可见，特殊性税务处理对成飞集成应纳所得税

的现值影响为 0，也就是说对成飞集成换股后A股东和B
股东的应纳所得税影响为0。

由上述案例分析可知：

（1）对收购方（成飞集成）股东而言，采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其取得被收购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按被收购股权

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会大大低于一般性税务处理下所

确认的计税基础，进而产生未来的纳税损失 1 626.373 8
万元。

（2）由于相关减、免税的政策抵消了650.549 5万元的

未来纳税损失。

（3）成飞集成购买同捷科技是出于战略整合的目的，

旨在长期持有，由于递延纳税的效应，会产生975.824 3万
元的递延纳税的效应，故收支相抵。

总体来说，在理论状态下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对收

购方（成飞集成）的股东没有影响。

2. 对被收购方参与换股股东的影响分析。采用特殊

性税务处理，使得被收购方参与换股股东股权置换部分

所得的税收负担降至 0，增加其现金流量。这主要是由两

个因素造成的：一是税负的转嫁；二是税收的递延纳税效

应。故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会给被收购方参与换股股东

带来巨额收益。案例分析结果见表9、表10。
由上述案例分析可知：

（1）对被收购方（同捷科技）参与换股的股东而言，采

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其取得收购方股权的计税基础，也是

“按被收购股权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但是由于相关减、

免税的政策使得同捷科技的自然人股东享受了771.932 9
万元的税收优惠。

非股
份支
付部
分

股份
支付
部分

被收购方（同捷科技）参与换股股东

4 340 万元银行存款对应的转让所得=14 497.20×4
340/54 474.319 2=1 155.00（万元）

自然人股东

转让所得
=1 155.00×57.051 4%
=658.943 5（万元）

并购当期因所得税产生的现金流出

应纳所得税
=658.943 5×20%
=131.788 7（万元）

应纳所得税合计=131.788 7+124.014 1=255.802 8
（万元）

成飞集成受让15 184.148 0万股同捷科技股权

（1）受让股权的计税基础=45 500×87.861 8%×92.03%=36 790.942 6
（万元）
（2）受 让 股 权 的 公 允 价 值 =54 474.319 2×87.861 8%×92.03%=
44 047.506 6（万元）
（3）递延纳税总额=（44 047.506 6-36 790.942 6）×15% =1 088.484 6
（万元）

（1）计税基础=36 790.942 6×10.350 2%=3 807.936 1
（万元）
（2）公允价值=44 047.506 6×10.350 2%=4 559.005 0
（万元）
（3）递延纳税=1 088.484 6×10.350 2%=112.660 3
（万元）

自然人股东

（1）计税基础
=3 807.936 1×28.928 2%
=1 101.567 4（万元）
（2）公允价值
=4 559.005 0×28.928 2%
=1 318.838 1（万元）
（3）递延纳税
=（1 318.838 1-1 101.567 4）
×0%=0（万元）

法人股东

转让所得
=1 155.00×42.948 6%
=496.056 5（万元）

应纳所得税
=496.056 5×25%
=124.014 1（万元）

法人股东

（1）计税基础
=3 807.936 1×71.071 8%
=2 706.368 7（万元）
（2）公允价值
=4 559.005 0×71.071 8%
=3 240.166 9（万元）
（3）递延纳税
=112.660 3×71.071 8%
=80.069 7（万元）

收购方（成飞
集成）股东

计税基础=
公允价值

当期因所得税
产生的现金流
出为0万元

（1）计税基础
=36 790.942 6×
89.649 8%
=32 983.006 5
（万元）
（2）公允价值
=44 047.506 6×
89.649 8%
=39 488.501 6
（万元）
（3）递延纳税
=1 088.484 6×
89.649 8%
=975.824 3（万
元）

表 6 并购双方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具体情况

一般性税务处理

特殊性税务处理

节税

并购当期应纳所得税

0

0

0

拟出售时应纳所得税

0

0注

0

合计

0

0

0

表 7 不同税务处理对收购方（成飞集成）股东当期和期后影响

PVT = lim
n→+∞

1 088.484 6

∏
i = 1

n

(1 +ROEi
CFJC)

= 0。

注：成飞集成拟对同捷科技长期战略性持有，设持有期

为 n，则 n→+∞ ，对该项资产从持有至出售应纳所得税的现

值

筹划
方法

税率差法

递延纳税法

合计

对节税的贡献

绝对影响
（万元）

650.54 95

975.824 3

1 626.373 8

相对影响
（%）

40.00%

60.00%

100.00%

解释（相关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优惠
税率（国税函［2009］203号）

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财税
［2009］59号）

表 8 各种因素对收购方（成飞集成）股东节税效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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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产生了递延纳税效应，为

同捷科技参与换股的法人股东节约了 80.069 7万元的税

款。同时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同捷科技参与换股的股

东把 1 626.373 8万元的税款转嫁给了收购方（成飞集成）

股东。

总体而言，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为被收购方（同捷科

技）的股东共节约了3 142.567 1万元的巨额税款。

3. 对并购双方股东影响对比分析。由前面的分析可

知：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会给被收购方参与换股股东带

来巨额节税效应，主要通过税收转嫁和递延纳税实现；会

使收购方股东承担转嫁的税收负担，但在理论上假设收

购方对被收购企业股权无限期持有，这种转嫁的税收负

担会被递延纳税的作用完全抵消掉，即理论上为零影响。

下面是本案例并购双方的股东影响对比分析，见表11。
由上述案例分析可知：①在当期采用特殊性税务处

理，对并购双方股东合并主体可以少缴税款，减少了并购

双方当期 3 142.567 1万元的巨额现金流出，产生了巨大

的节税效用，由双方共同享有，这部分现金可以用于并购

整合。②并购期后，递延纳税税款完全被递延纳税时间效

应抵消掉，即并购双方股东合并主体不必缴纳税款，真

正实现了税款的少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成飞集成收购同捷科技为例，通过对比两种

税务处理方式下并购双方的纳税情况，得出以下结论：①特

殊性税务处理不会产生重复纳税的问题，只是税负在收

购方与被收购方之间转移，并产生递延纳税效应。②采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会给被收购方参与换股股东带来巨额

的节税效应，主要通过税收转嫁和递延纳税实现。③采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会使收购方股东承担转嫁的税收负担，

但在理论上假设收购方对被收购企业股权无限期持有，

这种转嫁的税收负担会被递延纳税的作用完全抵消掉，

即理论上为零影响。④通常在特殊性税务处理下，可以结

合使用其他税收优惠政策，起到减少纳税、节约现金流的

作用。

通过成飞集成收购同捷科技的案例，我们可以得到

如下启示：①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并购双方合并主体

会产生少缴税款的好处，这一好处可由双方共享。②并购

双方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积极采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③并购双方应把税务处理方式的选择

放到整个并购的方案中，预先规划，可以减少并购中的现

金流出，减小并购难度。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组织学习行为

与智力资本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1BGL017）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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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
税务处

理

特殊性
税务处

理

节税

并购当期应纳所得税
（万元）

自然人股东

应纳所得税
=903.720 7

合计=3 398.369 9

自然人股东

应纳所得税
=131.788 7

合计=255.802 8

3 398.369 9-255.802 8
=3 142.567 1

法人股东

应纳所得税
=2 494.649 2

法人股东

应纳所得税
=124.014 1

拟出售时应纳所得税
（万元）

自然人股东

应纳所得
税=0

合计 = 0

自然人股东

应纳所得
税=0

合计= 0

0

法人股东

应纳所得
税=0

法人股东

应纳所得税
= PVT ≈0

合 计
（万元）

3 398.369 9

255.802 8

3 142.567 1

表 9 不同税务处理对被收购方（同捷科技）
参与换股股东当期和期后影响

节税方法

减、免税法

税率差法

递延纳税法

税收转嫁

节税合计

对节税的贡献

绝对影响（万元）

771.932 0

664.191 6

80.069 7

1 626.373 8

3 142.567 1

相对影响（%）

24. 56%

21.14%

2.55%

51.75%

100.00%

解释（相关政策）

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免税
（财税［1998］61号）

高新技术企业享受 15%的优
惠税率（国税函［2009］203号）

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财税
［2009］59号）

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财税
［2009］59号）

表 10 各种因素对被收购方（同捷科技）参与
换股股东节税效应的贡献

一般
性税
务处
理

特殊
性税
务处
理

节税

被收购方（同捷科技股东）

当期

应纳所得税=
3 398.369 9

合计=3 398.369 9万元

当期

应 纳 所 得 税 =
255.802 8

合计=255.802 8

3 398.369 9 - 255.802 8
=3 142.567 1

拟出售时

应纳所得
税=0

拟出售时

应纳所得
税=0

收购方（成飞集成）

当期

应纳所得
税=0

合计=0

当期

应纳所得
税=0

合计=0

0

拟出售时

应纳所得
税=0

拟出售时

应纳所得税
= PVT ≈0

合计

3 398.369 9

255.802 8

3 142.567 1

表 11 不同税务处理下并购双方股东影响对比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