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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股权持股平台的所得税税负

【摘要】出于对股权结构、法律风险、资本运营等方面的考虑，以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及公司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代

替股东个人对被投资企业的直接持股，成为较为常见的投资形式。本文论述了在个人直接持股、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及公

司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方式下，业务运营、股权持有、股权退出三个环节的所得税整体税负情况，分析了国内行业税收优

惠政策及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对持股平台的适用效果，以为境内投资者持股模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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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理论上，自然人股东直接投资于公司型企业是最直接的

投资方式，但在实践中，运用较为广泛的是，自然人股东先投

资于公司型持股平台或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再由该持股平

台向被投资企业投资，进而由自然人股东间接控制被投资企

业的投资模式。

持股平台通常有三种用途：①用于上市公

司或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权激励操作。公司拟

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往往先由已确定的激励

对象成立专门的持股平台，再由上市公司或挂

牌公司向该持股平台发行内资股，以便于对激

励对象进行管理。②用于实现对被投资企业的

控制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有限合伙

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

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在

被投资企业股权分散的情况下，拟控股股东可以作为有限合

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避免出现公司股东以其持股比例行使

表决权的情况。③用于实现资本运作。控股股东通过公司持

股平台进行资本运作和投资扩张，可以避免对实体运营及被

投资企业架构造成冲击和影响，同时，亦可以申请企业所得

税的特殊性税务处理，降低交易成本。

二、不同持股方式下的所得税税负

不同持股方式下的所得税税负影响涉及三个业务环节

与三类纳税人。三个业务环节是被投资企业的业务运营环

节、对被投资企业的股权持有环节和股权退出环节；三类纳

税人是被投资企业、公司型持股平台和个人股东。

例：甲、乙、丙三个自然人是非上市及挂牌的A公司的控

股股东，共对A公司投资 2000万元。其中，甲、乙对A公司的

投资额各为 800万元，丙对A公司的投资额为 400万元。甲、

乙、丙共同持有A公司股权的比例为30%。A公司2014年的应

纳税所得额为 1000万元，假设A公司将 2014年的税后利润

全部用于分红。2015年取得分红后，甲、乙、丙将所持有的A

公司股权全部对外转让，共取得价款 2400万元。三种持股方

式下各环节应纳所得税额见下表。

（一）个人直接持股

1. 业务运营环节。A公司产生应纳税所得额 1000万元，

则A公司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50万元（1000×25%），税后利润

750万元（1000-250）。

2. 股权持有环节。甲、乙、丙分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应按

“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 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

税45万元（750×30%×20%）。

3. 股权退出环节。甲、乙、丙取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应按

“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据 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

税。甲、乙、丙共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80万元［（2400-2000）×

20%］。

个人直接持股方式下，三个环节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和

个人所得税共计 375万元。

持股类型
及纳税人

纳税人

个人持股

有限合伙

公司平台

业务运
营环节

①
A公司

250

250

250

股权持
有环节

②
甲乙丙

45

45

45

股权退出环节③
一般地区

甲乙丙

80

135.59

60

B公司

100

低税率地区

甲乙丙

80

90.53

68

B公司

60

合计=①+②+③
一般
地区

整体

375

430.59

455

低税率
地区

整体

375

385.53

423

节税

0

45.06

32

三种方式下各环节所得税税负对比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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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

若甲、乙、丙三人先行成立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再以该

有限合伙企业名义向A公司投资，三人对A公司的投资额及

其他条件均不变，则三个环节税负如下：

1. 业务运营环节。该环节A公司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250

万元，与个人直接持股方式相同。

2. 股权持有环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关于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

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的规定，合伙企业对外

投资分回的股息、红利，不并入合伙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

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自然人通过合伙企业持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该环节，甲、乙、丙从A公

司分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的计算方法及结果与个人直接持股

方式亦相同，共应缴纳个人所得税45万元。

3. 股权退出环节。目前，税法规定不对合伙企业计征企

业所得税，而是直接针对股东个人，就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

所得，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适用 5% ~ 35%的五级超额累

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甲、乙、丙三人转让所持有的A公司

股权，亦即合伙企业对外转让股权，其对外转让股权的收入

扣除股权投资成本后，应作为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按

归属于甲、乙、丙的金额，依据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分别归属于甲、乙的股权转让所得为160

万元［（2400-2000）×800/2000］；甲、乙股权转让所得应分别

缴纳个人所得税54.53万元（160×35%-1.475）。归属于丙的股

权转让所得为 80万元［（2400-2000）×400/2000］；丙股权转

让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26.53万元（80×35%-1.475）。甲、

乙、丙共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35.59万元。

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方式下，三个环节应缴纳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共计430.59万元。

（三）公司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

若甲、乙、丙三人先投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B，再以B公

司名义投资A公司，三人对A公司的投资额及其他条件不

变。该种持股方式下各环节税负如下：

1. 业务运营环节。该环节A公司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250

万元，与个人直接持股及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方式

相同。

2. 股权持有环节。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相

关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除持有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不足12

个月的情形外，为免税收入，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本例中，B

公司从A公司分回的股息、红利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甲、

乙、丙个人从持股平台B公司分红时，按20%的税率分别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及结果亦与个人直接持股及有限

合伙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方式相同，共应缴纳个人所得税45

万元。

3. 股权退出环节。本例中，甲、乙、丙三人所持有的A公

司股权的转让需通过B公司的股权转让来实现。B公司对外

转让股权，按 25%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甲、乙、丙三

人分别取得A公司的股权转让税后利润，再按 20%的税率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B公司股权转让所得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100万元［（2400-2000）×25%］；甲、乙、丙股东共缴纳个人所

得税60万元［（400-100）×20%］。公司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方

式下，股权退出环节需纳税160万元。三个环节应缴纳企业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共计455万元。

综上，三种持股方式下，业务运营环节被投资企业A应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股权持有环节甲、乙、丙股东的股息、

红利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均相同，但股权退出环节的整

体税负有所区别。股权退出环节的所得税税负：个人直接持

股方式最低，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次之，公司型持

股平台间接持股最高。对于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而言，投资

退出环节中，个人股东仅需缴纳一道个人所得税，但其适用

个体工商户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边际税率高达 35%，最高

纳税级距10万元又是年累计金额。因此，在实践中，个人股东

往往适用最高级距的税率，与财产转让所得20%的比例税率

相比较高，导致总体税负偏重。对于公司型持股平台而言，在

投资退出环节中，需要缴纳两道所得税，一是持股公司的股

权转让所得应缴纳企业所得税，二是股东个人的税后转让所

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因而导致较重的税负。

三、纳税筹划

（一）行业税收优惠政策

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持股方式的税负影响表现在

股权持有环节及股权退出环节。

1. 股权持有环节。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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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4］48号）的规定，2014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

30日之间，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交易流通的股票，

根据持股期限以差别化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持有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股票，持股期限区分一个

月内、一个月至一年、一年以上三个时间段，股息红利所得分

别按全额、减按 50%、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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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从 2015年 9月 8日起，个人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若持有上市公司及挂牌公司股票，无论是个人直接持股

方式，还是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方式，从被投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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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都应享有相应的税收优惠。这是因

为，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股息、红利，不并入合伙企业的

收入，而是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按适

用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公司型持股平台下，尽管持

股公司持有被投资企业股份12个月以上，直接从被投资企业

分回的股息、红利免征企业所得税，但个人股东由公司型持

股平台间接分回的股息、红利所得，无法享受减免个人所得

税的规定，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与持有非上市公司及挂牌

公司股权相同。

2. 股权退出环节。目前，个人转让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

牌公司除限售股以外的股票，其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因此，股权退出环节，直接持股方式下个人股东转让上市公

司或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票时，无需纳税。另外两种持股方

式仍需纳税。这是因为，通过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

合伙企业不属于个人的范畴，其出售上市公司或新三板挂牌

公司的股票不符合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条件，该方式下由个人股

东按个体工商户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以“先分后税”的方法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型持股平台下，个人的股权转让所得

通过持股平台公司的股权转让来实现，个人股东从持股平台

公司分取股权转让的税后利润，亦无法享受该项税收优惠。

（二）区域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除国家层面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各地区为吸

引投资，发展地方经济，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

为利用股权持股平台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前提。利用持股平

台避税的着眼点在于股权退出环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

的《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个人股权转让所

得个人所得税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地税机关为主管税务机

关。因此，在股权退出环节，若采用个人直接持股方式，其股

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向被投资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缴纳；若采用有限合伙型及公司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方式，

则将纳税地点由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变更为持股平台所在地。

1. 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在个人所得税低税率地区建立

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进而享受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是国

内股权投资基金和员工持股企业常见的组织形式。上海市金

融办、工商局、国税局、地税局下发的《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

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沪金融办通［2008］3号）规定，以

有限合伙企业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企业，其生产经营所得及

其他所得，对于普通合伙人，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

得”应税项目，适用 5% ~ 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

所得税；对于有限合伙人，则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

项目，依 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另外，北京市、深圳

经济特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岛高新区等地区对股权投

资企业都有类似的税收优惠政策。

依上例，若甲、乙、丙三人成立的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设

在上海，甲、乙是有限合伙人，丙是普通合伙人，其他条件不

变。则业务运营环节由被投资企业在其所在地缴纳企业所得

税；股权持有环节三个合伙人皆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不受该政策影响；股权退出环节，甲、乙有限合伙人

因享受低税率地区的税收优惠，应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32万

元［（2400- 2000）× 800/2000 × 20%］，共 节 税 45.06 万 元

（54.53×2-32×2）。由于丙是普通合伙人，需按个体工商户的

生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因而达不到节税效果，与在

一般地区建立持股平台相同，丙仍需纳税26.53万元。甲、乙、

丙三人股权转让共缴纳个人所得税90.53万元。

2. 公司型持股平台。若在企业所得税低税率地区建立公

司型持股平台，则在业务运营环节，被投资企业在其所在地

缴纳企业所得税；在股权持有环节，个人股东通过公司型持

股平台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按20%的税率纳税，不受该优

惠政策影响。但个人股东若退出投资，则需要缴纳两道所得

税：一是公司型持股平台股权转让所得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是自然人股东税后转让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若甲、乙、丙三人在内地低税率地区成立公司型持股平

台B，在该地区B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其他条件不

变。股权退出环节，B公司转让被投资企业A的股权所得应缴

纳企业所得税60万元［（2400-2000）×15%］；甲、乙、丙三人从

B公司分得的股权转让税后收益共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68万

元［（400-60）×20%］。公司型持股平台模式下，股权退出环节

共需纳税128万元，较没有税收优惠政策的一般地区节税32

万元（160-128）。

四、结语

就两种间接持股方式而言，从节税效果上，业务运营环

节与股权持有环节整体税负不受影响。股权退出环节，公司

型持股平台存在持股公司及股东个人的双重纳税问题。相对

于公司型持股平台，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间接持股虽具有一

定的税收优势，但因个人股东需依据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

所得按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税负成本仍然较

重。从行业税收优惠政策来看，持有上市公司或挂牌公司股

票，在股权持有环节及退出环节，有限合伙型持股平台能够

享有前一环节的税收优惠，公司型持股平台不享有任一环节

税收优惠。从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来看，两种持股方式在股权

退出环节皆可获得一定程度的节税效果。投资者个人应综合

考虑各种情况，选择适当的持股平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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