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

分配类型

股票股利A

现金分红B

A+B

无

总计

公司数

36

1381

408

658

2483

占比
（%）

1.45

55.62

16.43

26.50

2013年

分配类型

股票股利A

现金分红B

A+B

无

总计

公司数

43

1430

382

628

2483

占比
（%）

1.73

57.59

15.38

25.29

2014年

分配类型

股票股利A

现金分红B

A+B

无

总计

公司数

63

1327

521

686

2597

占比
（%）

2.43

51.10

20.06

26.42

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投机性市场，它以散户为主，散户

持股市值大概占 20%，但成交量占 80%。近些年，A股整体换

手率基本是年均 6倍，散户是 22倍。国税总局一直通过不断

调整股息红利个税政策鼓励股民长期持股，但收效甚微。

一、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异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变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短期

炒作之风，对上市公司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进行了调整，并

于2012年和2015年相继颁布了相关规定。其中，财税［2012］

85号的核心是通过界定股民持股期限给予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下：持股时间超过1年的，按照应税所得

额计征 5%的个人所得税；持股时间超过 1个月且小于等于 1

年的，计征 10%；持股时间在 1个月内（包括 1个月）的，计征

20%。三部门负责人指出，此次政策的调整旨在发挥税收政策

的导向作用，鼓励长期投资，抑制短期炒作，促进我国资本市

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财税［2015］101号对财税［2012］85号

的主要调整是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由此可见，财税［2012］85号效果不佳，

财税［2015］101号也只是对前者进行了微

调，但两者在制度设计上都存在缺陷，其

效果必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这些政策调整无法有效地

激励中国股民长期持股，现金分红率、资

本利得和股民持股市值三低注定了中国

股民偏爱短期炒作。

二、中国股民偏爱短期投资的原因分析

股民持股时间是资本利得率、现金分红率和持股市值的

函数，且与三者都是正相关关系。若引导股民长期持股，至少

要有一个变量较高。当然，如果三个变量越高，股民持股时间

则越长。但中国的现实却是三个变量皆低。

（一）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4年股利分配统计分析

以 2012年为例，由表 1知公司仅进行股票股利分红的，

以 A 表示，如转增股、送股等，仅占 36 家，占当年总数的

1.45%；公司只进行现金分红的，以B表示，占 1381家，占比

55.62%；采用两种分红方式分红者（以下简称混合分配类型）

共408家，占比16.43%；无利润分配的占658家，占比26.50%。

2013年和 2014年股利分配类型比例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我

国现金分红公司占比 70%左右，理应属于正常范围，只要现

金分红比率高，股民就有可能长期持股。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之政策优化

【摘要】财税［2015］101号是财税［2012］85号政策的延续，它体现了国税总局鼓励中国股民长期持股的意愿。但是当

前个税差异化制度设计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势必抑制制度引导效果。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上市公司股息红利个税制度变

迁，通过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资本利得、股民持股市值分布证明中国股民投机乃上策。然后，基于只能用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制度这一假设，本文对财税［2012］85号和财税［2015］101号进行了有效的制度改进，阐述了三

个股息红利个税设计原则和大资金持有者股息红利个税激励制度，兼顾分析了中小投资者的股息红利个税激励制度设

计，以期提升税收政策引导效果。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制度；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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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献（博士）

表 1 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 ~ 2014年股利分配类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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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列出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近三年总体现金股利分红

率。现金股利支付率是指每股现金分红/股价×100%。公式中

忽略了个人所得税。假定资本市场有效，现金股利支付率中

的股价是指公司股利分配方案预告日的收盘价。

由表2知，2012年和2013年现金股利支付率的最大值均

超过10%，尤其是2012年为18.52%，不属于正常范畴，最小值

为0。

其中，2012 年现金分红最多的上市公司是方大特钢，

2013年则是安源煤业，其之所以最多的最重要原因是股价极

低，而不是盈利能力强。

现金股利支付率统计两个均值，一个是只进行现金分红

的公司样本，其近三年简单平均数依次是 0.98%、0.89%和

0.51%；另一个是总体样本的简单平均，其数值较前一样本大

幅度下降，平均近 30%降幅。如果剔除 25%没有分红的公司，

总体样本均值除以 0.75求得我国上市公司中有分红公司的

另一均值，这一数值也不会超过1%。中位数更能体现我国上

市公司分红率的真实情形，其数值更是低于两个样本的每一

年的数值近 40%，这说明我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

极低，股民无法依靠现金分红生存。另外，近三年现金股利支

付率的高频区间都介于2%以内，同样没有吸引力。

进一步分析，表 3揭示了近三年我国上市公司平均现金

股利支付率高于 1%的行业，仅 9个行业。样本统计是按照广

发证券软件统计的子行业划分，统计了行业公司数量超过

10 家的行业数，总计50个行业。其中，只有9个行业股利支付

率超过 1%，仅占 18%。最具有吸引力的行业当属货币金融服

务业，即银行业，仅 16家公司，其平均分红率高达 4.35%，高

于同期银行定期存款。银行业分红率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

其股价极低，市盈率仅4倍左右；一是其盈利能力较强。这两

个原因中前者更为重要。第二具有吸引力的行业是道路运输

业，有 31家公司，分红率维持在 2%左右。其他行业的分红率

都低于2%，几乎是逐步递减到1%左右。

（二）中国股民持股市值分布

表4是2015年5月月末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民持股市值

分布表。持股市值区间上限为开区间。之所以选取5月，是因

为当时上证指数和深圳成指均创金融危机之后的历史新高。

上证指数近5000点，沪深两市总市值近60万亿元，其总市值

是 2007年上证 6124点的两倍之多，此时是最有利于中国股

民的持股市值分布。

由表4知，自然人持股流通市值在500万元以上者，占比

为 0.42%，同比，机构占比为 38.89%，但是机构仅占自然人比

重的 10%左右，因此，自然人持股市值分布与总体上投资者

持股市值分布趋同。100万元以上者仅占7%左右，不及一成。

如果以100万元计，由表2知，我国上市公司平均现金分红率

不及 1%，换言之，如果此量级股民只靠现金红利求生的话，

只能说他勉强可以活下去。以500万元为例，他每年的现金分

红也不到5万元，只能说他可以平淡地活着。千万富翁者仅占

0.4%，一年消费不够10万元，这合理吗？剩下的股民如果靠股

市现金分红，基本上无法生存。

（三）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本利得

如果资本市场总体股价表现优异，股民也有可能愿意长

期持有。资本利得样本区间为 1990年 12月 ~ 2014年 3月，此

区间能更真实地反映中国资本市场实情。此后到 2015年 7

月，牛市戛然而止，再次崩盘，到2016年年初指数与2014年3

月相差无几。股价从第一天收盘价计算到历史最高价涨幅超

过100倍的公司仅有5家，以云南白药为首，50倍以上者仅17

家。以50倍计，这一比例占总体上市公司的比重是6‰，差不

多 1/200。即使以 20倍为例，我国资本市场占比差不多 1/25，

这也是一个全民皆输的概率。

综上所述，一旦资本市场现金分红率极低，资本利得极

差，而且股民比较穷，股民要么选择离开，要么短炒。之于中

期末已上市
的A股流通

市值

1万元以下

1 ~ 10万元

10 ~ 50万元

50 ~ 100万元

100 ~ 500万元

500 ~ 1000万元

1000万 ~ 1亿元

1亿元以上

合计

自然人

投资者数

10152506

23822450

11592238

2133002

1554256

133897

71400

4359

49464108

比重
（%）

20.52

48.16

23.44

4.31

3.14

0.27

0.14

0.01

100.00

机构

投资
者数

3345

7410

10908

5906

12415

4256

11376

9817

65433

比重
（%）

5.11

11.32

16.67

9.03

18.97

6.50

17.39

15.00

100.00

合计

投资
者数

10155851

23829860

11603146

2138908

1566671

138153

82776

14176

49529541

比重
（%）

20.50

48.11

23.43

4.32

3.16

0.28

0.17

0.03

100.00

92.04

7.96

表 4 2015年5月月末投资者市值分布

现金股利支付率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只含现金分红）

总体均值

中位数

高频区间

2012年

18.52%

0

1.37%

0.98%

0.64%

0 ~ 2.01%

2013年

12.76%

0

1.24%

0.89%

0.46%

0 ~ 1.98%

2014年

6.28%

0

0.71%

0.51%

0.24%

0 ~ 1.22%

行业

货币金融服务

道路运输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航空运输业

数量

16

31

35

12

2012年

4.19

2.57

1.87

1.83

2013年

5.69

2.29

1.99

1.69

2014年

3.17

1.35

1.07

1.01

三年平均

4.35

2.07

1.64

1.51

表 2 中国A股上市公司总体分红率

表 3 我国上市公司行业前9名股利支付率及公司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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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实，股民选择是后者。而监管层一直鼓励股民长期持股，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个税制度的不断调整就是例证之一。

三、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设计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仅仅是一个次

要的制度设计。如果从税收制度设计上讲，股息红利个税应

与资本利得税并行。如果只有股息红利个税，这不仅仅是税

种制度设计不合理，而且制度本身也会抑制股息红利个税的

税收引导效果，更何况中国资本市场投机之风盛行。

回归中国现实，基于只能以股息红利个税设计来激励中

国股民长期持股这一假设，当前个税制度设计存在重大缺

陷。如果股息红利个税设计得当，应该有些许效果，但仍难言

根治。本文按照契约、法治精神，尝试对股息红利个税政策进

行再设计，希望达到提升税收的引导作用。

（一）上市公司股息红利个税设计原则

原则一：区分投资者获取股票的渠道与类型。

这里所说的投资者渠道是指公开市场与转让市场，与财

税［2012］85号和财税［2015］101号所指相同。如果是其他渠

道，如场外交易，它只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交易，不涉及社会

公平问题，故不考虑。投资者类型则是指将投资者区分为大

资金持有者还是中小投资者。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现状，如果

自然人持股资金超过500万元，视为大资金持有者，但考虑到

中国股民持股市值较低，自然人持股资金超过 100万元就可

视为大户。以2015年5月末为例，持股资金超过100万元的自

然人占比3.56%，总体占比3.64%。进一步讲，如果考虑占比太

低，也可将 50万元视为大户的起点，则自然人大户占比为

7.87%，总体占比7.96%，这一比例仍然比较低。本研究倾向于

将100万元作为大户的起点。

原则二：优先考虑大资金持有者，尤其是自然人。

虽然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总体持股市值太小，大户占比

较低，但是大户与小户资金总量占比同样符合二八原则。以

自然人为例（见表4），中国50万元以下投资者资金总占比大

概是28%，人数总占比却为92.12%，换句话说，中国大户人数

占比不及10%，但是持股资金占比达70%以上。因此本税种设

计主要考虑大户，小户虽多，但资金过少，而且小户的逐利性

更强，犹如人越穷越想快速赚钱，短平快就是上策，股息红利

个税难以对其产生有效影响。

原则三：中小投资者个税设计要么视同大资金持有者，

要么直接赦免。

由于很难对中小投资者进行有效激励，一种思路是股息

红利个人所得税直接按照大资金持有者股息红利个税规则

执行。后文给出了大资金持有者的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的具

体设计。

对于大资金持有者，按照其持股时间长短给予不同的税

收优惠，持股时间越长激励越多。当然，大资金持有者持股时

间应该比国税总局界定的当前时间更长才合理。如果大资金

持有者持股时间较短，其税收优惠应大幅度减少。

另一种思路则是直接赦免中小股民的股息红利个人所

得税。这是考虑到虽然中小投资者数量众多，但是总资金持

有量占比不到 30%，赦免其股息红利个税既对国家财政收

入影响不大，又能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照顾，中小投资者

有可能会延长其持股时间，减少其交易频率，如将原来的平

均持股时间从一个月增加到两个月。本文认为对中小投资者

的个税赦免更有利于其长期持股，而视同大资金股息红利个

税设计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小投资者投机之风，进一步加

剧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

进言之，直接赦免思路如下：统计各类中小自然人持股

时间分布与资金分布。本研究无法掌握这类数据，仅按照逻

辑推测，估计这类投资者持股时间应该极短，一般不超过3个

月，甚至是1个月，因此可运用与当前完全相反的税收制度设

计，比如超过 3个月持股时间，甚至是 1个月，暂时免征其股

息、红利个人所得税。

（二）大资金持有者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

对于大资金自然人持有者，股息红利个税的总体设计思

路应该体现法治精神，奖惩分明，持股时间越长，股息红利个

税优惠越多。由于大资金自然人持有者具有表率与引导作

用，当市场股价下跌时，如果大户继续持有，中小投资者看到

大资金持有者基本不抛售股票，这就会减轻中小投资者的恐

惧心理，他们也会继续持有，股价下跌就会趋缓；同样，当市

场股价上涨时，若股价过高，大资金持有者开始抛售股票，中

小投资者跟风行为会平抑市场过快上涨，使市场更为理性。

1. 大资金自然人持有者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

的关键。大户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核心需要考虑三

点：一是大资金持有者的身份；二是大资金持有者获取资金

的渠道，重点考虑二级市场；三是大户持有股份于公司上市

前的时间长短。

2. 大资金自然人持有者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

思路。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

（1）身份界定。首先要考虑其身份，如果是公司原始股

东、高管，可以考虑不给予其税收优惠，因为他们是公司的最

核心成员，最了解公司的未来，无论是公司未来变好抑或变

差，他们都可以通过持有或者抛售股票获取巨额收益或者规

避巨额损失。换言之，这些股东通过相对较长时间持有，一般

都获取了惊人的股票价差回报，以中国资本市场为例，只要

其持有股票可流通，其资本利得回报几十倍是十分普遍的情

况，有的甚至高达百倍。鉴于此，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设计应

该不给予其税收优惠，按照应税所得额的20%计征个人所得

税即可。

如果是战略投资者个人，视其是否给公司真正带来战略

价值而定。如果给公司带来了战略价值，应该给予其税收优

惠；如果是关系入股，不应给予其税收优惠。国税总局应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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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何谓给公司带来价值与何谓关系，然后给予两者不同的税

收优惠。

比如2006年参股华谊兄弟的马云，按理推测他本人应该

不太了解影视业，他入驻华谊兄弟的原因应该是马云与华谊

负责人私交甚厚，可界定为关系入股，并且公司很快于 2009

年10月30日登陆创业板，并且公司估值畸高。如果考虑马云

入股华谊的历次股权变更，马云直接投入资金约为935.24万

元，持股成本约 0.68元/股。按照华谊兄弟上市以来最低价

42.88元计算，也有 63倍之多，到 2014年总回报超过 200倍。

如果解禁日之后，对这类股民还给予税收优惠的话，只会伤

害到更多中小股民。当然，为激励公司原始股东真正为中小

股民创造价值，可为股息红利个税设计补充条款：具备一定

条件可给予这类股东更多的税收优惠。比如，如果原始创业

者自股份解禁日后，超过10年抛售其所持公司股份不及10%

的，并且上市之后公司业绩不断上升、带动股价持续上扬的，

其获取的股息红利分红所得可以免税，甚至其股权转让所得

只计征5%或者免税皆可。

（2）区分大资金持有者获取股票的渠道，是否为二级市

场购买，是主动增持还是被动增持。如果大户通过一级市场

持有，按照（1）执行即可。如果属于大资金持有者身份界定的

类型，其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股份，按照其持股时间长短给

予不同的税收优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现

实是，除国家强烈要求增持外，公司的原始股东等基本都没

有增持意愿。同样，除非国家强制要求大股东、高管等不减持

外，这些股东都具有强烈的减持愿望，可以说无论股价是多

少，都不会妨碍其减持，原因很简单，他们赚太多了。因此，还

要区分大资金持有者二级市场的股份是主动增持的，还是被

动增持的。主动增持与被动增持界定不难。如果国家有提及

要求大股东增持，就可界定为被动；反之界定为主动。如果大

股东主动增持，对这部分股份要给予更大的税收优惠。其个

税设计思路具体如下：持股时间 6个月以内的股息红利所得

按应税所得计征50%；6个月到1年按应税所得25%征收；1年

以上免征个税。如果是被动增持的，也应给予优惠，但优惠力

度要减少，比如持股时间 1年以内的股息红利所得按应税所

得全额50%计征；1年到2年按应税所得25%征收；2年以上暂

时免征个税。

（3）原始类股东上市前入股时间长短，是天使轮还是A

轮、B轮、C轮，抑或是临近上市一年前入股。

如果是上市前一年入股，对这类股东可不给予股息红利

个税优惠，它较之前股东带有更强的投机色彩。原始股东持股

时间越长，应该给予其越优惠的个税政策。具体个税设计如

下：对于大资金持有者，总体上讲，其持股时间1年以内的股

息红利所得按应税所得全额征收；1年到2年按应税所得75%

征收；2年以上按应税所得50%征收；3年以上暂时免征个税。

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就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机构投

资者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是中国资本市场的

风险标，能引导中小投资者抛售与持有。以基金公司为例，原

本它就是理性的代表，也是长期投资的代表，所以鼓励机构

长期持股要比自然人容易得多，并且机构更注重调研，具有

判断公司未来盈利状况的能力。但是，中国基金公司实际上

也是经常调仓换股，尤其是私募，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

本市场波动。因此，也需考虑在机构获取上市公司分红时，给

予其更优惠的公司所得税政策。比如，按照逻辑推测，如果买

入与卖出按照合理估计需要一个月，一般其持有时间应该大

于6个月，至少为3个月。如果这种估计是正确的，应按照6个

月时间界定股息红利公司所得税的优化设计的分界点。如持

有6个月以内的，暂时按应税所得全额征税；持有6个月到12

个月的，按应税所得 50%征收；持有 1年到 2年的，按应税所

得25%征收；超过2年的，暂时免征公司所得税。

（4）如果公司高管、大股东等内部要员，其抛售股票后的

若干时间内，比如6个月内，公司股价高于其抛售价格，在之

前的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可给予这些人员股息红利个税更优

惠的政策，甚至可以直接赦免其股息红利个税。这是因为这

些公司核心人员更清楚公司未来，如果其抛售股票之后股价

不断走高，由此可以推定，公司内部要员抛售应该有合理的

理由，比如由于自身配置资金等需要，而不是由于公司未来

堪忧所致。

综上，通过上市公司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制度再设计，

它的税收政策引导效果要比原有制度设计更好，应该有利于

引导中国股民的价值投资氛围，引导中国股民长期持股，有

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平稳发展。当然也要注意，任何差异化个

税政策都是短期行为，如果变成长期政策，它一定会妨碍社

会公正，带来更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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