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变利益实体）架

构又称为协议模式，是指企业在境外设立离岸企业，

并通过设立境内子公司与境内的实际运营企业签署

协议，变成实体企业真正的控制者，进而使得在《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写明不准外资进入的行业

可以引进并利用外资。VIE架构不仅成功解决了我

国限制类行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且使得境内企业能

运用境外资本蓬勃发展，达到境内整个教育培训、互

联网等行业欣欣向荣的状态。但出于产业保护和国

家安全的需要，我国对于外资的限制不断增加，各项

规定及政策的出台使得VIE架构变得举步维艰。近

年来，国内资本市场的活跃吸引了多家企业纷纷拆

除VIE架构回归国内资本市场。

VIE架构的存在就是风险的存在，因为VIE架

构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产物，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既可以认定为不合法也可以认定为没有违法，这就

给在国内刚刚起步的一些民营企业带来了不可多得

的机会。以教育行业为例，境内企业必须是全内资企

业才可以拥有其经营权利，任何外资不得进入。而这

些企业在刚刚起步之际正需要大量资金来支持其发

展、扩充能量、占领市场。我国对于在国内上市的企

业要求又很高，这些企业无法达到这些要求，便无法

在国内上市进行融资。再者，出于避税方面的考虑，

如果在境外设立企业，利润归于该企业，那么企业整

体要缴纳的税款也相对更少。因此，企业会采取境外

上市，再通过协议控制而不是股权控制的方式达到

为境内企业筹集资金的目的。

但是，毕竟国内某些行业明文规定不准外资进

入，VIE架构的存在可以说是对某些规定的间接违

反。2011年颁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指

出某些行业境外企业严禁进入。因此，国家会更多地

监视VIE架构企业，对其行为的观察也更深入，因而

VIE架构企业的每一步变得如履薄冰，各方面的风

险包括税务风险也变得更大。本文所做的VIE架构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对VIE架构企业以及境内税

务机关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VIE架构企业税务风险理论

（一）VIE架构企业基本概述

VIE架构是由学界总结归纳得出的术语。由于

被控制企业的利润可以转移至境外，所以又被外界

称为可变利益实体架构，这是一种用协议控制企业

的方式，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股权控制。美国标准会计

准则 FIN 46（FASB Interpretion No.46，关于企业合

并）中规定，企业在财务报表中必须揭露VIE可能的

最大亏损数字，在红筹上市过程中，如果在美国交易

所上市的母公司直接持有海外运营公司的股权，财

务报表合并的会计基础就是美国GAAP中关于企业

合并的准则FASB 141（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 141号
——企业合并）；而在没有直接股权控制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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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合并的会计基础就是关于可变利益实体合

并的FIN 46。总的来说，VIE架构的境外企业无法控

制境内企业的股权，因此采取签订协议的方式获得

控制境内企业的权利，从而实现对境内企业的间接

控制获得其相应的利润。VIE控制结构原理见图1。

（二）企业税务风险概述

1. 税务风险的基本认识。税务风险是企业涉税

活动未按规定纳税而引起的企业面临被税务机关处

罚的风险。企业的每一项生产经营行为都会涉及税

务问题，由于未正确理解并遵守国家税收相关法律

法规而少缴税款或未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未进行合

理纳税筹划而造成的多缴税款均会引起相应的企业

税务风险。

税务风险有多变性、可测性和可控性这三个特

点。多变性是指企业经营的各环节和交易过程往往

涉及多个税种，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复杂且处在不断

变化的状况下，稍有疏忽就会使纳税人面临税款多

缴或少缴的风险。因此，企业要时刻关注政策的动

向，应随着政策的变化调整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措施。

可测性是指税务风险的不确定性是能衡量的。可以

依据以前发生过的相似事件，做出税务风险产生的

可能性、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量的主观判断，并以此

为基础控制和防范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而可控

性是依据前面两个特点，按照以前的数据对风险因

素进行估算，并对其进行防范，以减少公司的税务

风险。

2. 关联交易的税务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有关关联方披露的规定，不管关联方有没有互相支

付款项，二者之间一旦发生资源、劳务、义务等的转

移活动就是有关联交易关系。

集团公司内部，各个企业是相对独立但又有着

密切的关系，带来的利润和承担的风险也都不同。根

据我国最新的税法规定，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往来

一定要遵守独立交易的原则，二者的交易与一般企

业交易具有同等条件下的价格才会被税务机关认

可，否则可能会受到有关转让定价方面的稽查，引发

相应的税务风险。

3. 关联交易税务风险的特征。

（1）主观相关性。关联交易的税务风险受主观人

为因素影响很大，可以分为两种因素，即企业的内部

因素和外部因素。首先，内部因素是指企业的主管人

员有没有正确认识到本企业与关联企业间的关联交

易具有税务风险，并且是否采取了一定的管理措施；

企业是否配备涉税机构和人员，从事涉税事件的人

员是否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外部因素

是指企业自身条件以外的因素，如税务机关的执法

者是否会公正执法，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和程

序对企业关联交易的有关税务问题进行稽查审核。

对这两个因素的分析说明，各关联企业间的交易所

引发的税务风险具有主观相关性。

（2）必然性。法律是公民应遵守的准则，税法是

针对税收征管关系双方而制定的法律。税法规定税

收有强制性的特征，所以企业应严格遵守税法规定，

及时准确地履行纳税人应尽的缴纳税款义务。关联

企业之间只要有关联交易等事项发生，企业就发生

了无法避免的纳税义务，而这种义务在VIE架构下

很可能被偷偷地人为减少或转移至境外，这就造成

了企业税务风险发生的必然性。

（3）可控制性。虽然关联交易的税务风险具有必

然性，在持续经营期间，企业依然能运用某些措施对

企业的税务风险加以控制。具体措施为先识别其关

联交易的税务风险，再进行评估。识别方法可以有定

性与定量识别。最后再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税务风

险控制。

（三）税务风险管理理论

税务风险管理是指以最小的税收成本降低企业

税务风险的一系列过程，是对企业税收损失的可能

性进行管理的一个动态过程。企业进行税务风险管

理应当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管理的过

程依据有关部门颁布的规定主要包括对企业税务风

险的识别、评估和控制等三个步骤。

三、XDF企业VIE架构涉税分析

（一）案例基本概况

1. XDF 企业基本情况。XDF企业始创于 1993
年，是XDF学校的前身。经过几年的蓬勃发展，该企

业于 2004年 8月在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并于 2006
年1月将注册地转移至开曼群岛。同年9月7日在美

图 1 VIE控制结构原理

发起人股东 其他股东 国际配售 境外公开发行

上市公司 国境线

外资企业合同控制

国内股东

内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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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纽交所挂牌上市，当天发行了 750万股美国存托

凭证，发行价 15美元，共融资 1.125亿美元。这是我

国第一家教育培训企业成功在海外上市。

XDF企业是国内最著名且最具规模的综合性

教育培训集团，业务领域涉及多个年龄层次，对应的

有英语学前教育、中小学英语基础教育、其他语言培

训、在线教育、出国咨询、出版领域等。截至2015年5
月31日，XDF企业在境内50个城市拥有60所学校、

664个学习中心，并且还有28家书店。XDF企业的旗

下公司见图2：

2. XDF企业VIE架构基本情况。国家对境外资

本进入境内教育行业进行了严格的限制。XDF企业

于2004年 IPO时的招股书中说明，在美国纽交所上

市的主体企业是在开曼群

岛注册的XDF企业，并采

取搭建VIE架构的方式取

得对境内 XDF 企业的控

制权。境内XDF企业在调

整其 VIE 架构前由 11 个

股东所有，企业于 2012年
对其VIE架构做了一些变

动，将境内XDF企业的股

东共同管理调整为一人

100%控股。XDF企业当即

受到美国 SEC的调查，引

发其股价暴跌，使得外界

更多地关注该企业的VIE
架构。XDF企业的VIE架

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XDF 企业的 VIE 架构见

图3。
由图 3可知，XDF 企

业的组成可以分为三部

分。第一部分是境外上市主体及香港企业，图中最上

面的三家企业为境外上市企业；第二部分是境内

WFOE企业，即境内外资子公司，图中为境外公司

及第三部分之外的公司；第三部分是虚线圈起来的

境内实体企业。XDF企业境外上市公司的WFOE企

业通过签订下列协议，控制境内企业：

（1）排他选择权协议。通过这个协议，上市主体

企业能以我国法律准许的最低数额排他地购买境内

企业股东的权益。

（2）商标转让协议。按照这一协议，境内企业以

50000美元的对价将其商标转让给境外XDF企业，

协议中规定按5年分期支付。

（3）商标许可协议。按照这个协议规定，境外

XDF企业许可境内企业和北京H技术有限公司使

用其商标，并向境内企业按年收取许可费。

（4）域名转让协议。域名是组成网址的一部分，

为该境内企业指定的官方网站和进行在线教学的重

要部分。在此协议中规定，境内企业旗下各学校和子

公司要以协定价格将其域名转让给XDF企业。

（5）网站开发和许可协议。该协议规定，XDF企
业的WFOE企业中的北京D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为

境内企业旗下学校及子公司提供独家网站开发与系

统维护服务。与此同时，境内企业旗下学校及子公司

需向其支付年费。

图 2 境内XDF企业旗下公司

图 3 XDF企业的VIE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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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支持协议。该协议规

定，WFOE企业中的北京D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为境内企业旗下学校

提供唯一的教学支持服务。与此同

时，境内企业旗下学校需向其支付

服务费。

（7）新入学登记系统开发服务

协议。WFOE企业北京D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为境内企业旗下的学校

提供新入学登记系统开发及后续

维护服务。与此同时，境内企业所

属学校基于每月入学的学生数量

支付一定的费用。

（8）教育软件销售协议。该协

议中规定，WFOE企业中的北京H
技术有限公司须给境内企业旗下

学校供应企业自行开发的教育软

件，并且境内企业要支付相应的协

商价款。

（二）企业纳税情况

1. 企业的涉税状况。

（1）企业的合并财务信息。从

XDF企业的合并财务报表（见表1）
可以看到一份关于VIE的申明，其

中写道：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

XDF企业通过 VIE协议全权控制

境内的XDF公司及其子公司。

这样，通过VIE架构所控境内

企业达到数十家，XDF 企业作为

没有实体经营业务的企业，所有经

营成果均来自合并境内投资企业

而得。

（2）企业涉税种类。XDF企业

目前涉及的主要税种有：增值税、

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车辆

购置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车船使用

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代扣

代缴所得税。2014年主要税种及税

率见表 2。其中，营业税于 2016年 5
月1日起全面改征增值税。

2. XDF企业缴税概况。XDF企业设立VIE架构

可以实现境外融资并为其境内实体企业的发展服

务，而且在境外避税天堂设立机构可以减少应缴税

款数额。

（1）企业所得税情况。开曼群岛是当今世界上最

知名的企业避税地，在这里注册的离岸公司不涉及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不动产税，所

业务数据合并报表

净收入：

教育课程和服务

书和其他

总净收入

经营成本及费用：

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总经营成本及费用

处置子公司收益
（亏损）

营业收入

其他收入（净）

利息收入

杂项收入（净）

所得税的规定：

当期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

应纳所得税

权益法投资损失

终止经营业务净税
收益（亏损）

净收入

加：归属于非控股
权益的净亏损

归属于XDF企业的
净收入

持续经营的经营每ADS归属于XDF企业的股东净收入：

基本

稀释

已终止经营的每ADS归属于XDF企业的股东净收入（亏损）：

基本

稀释

用于计算每股基本
净收益

用于计算每股摊薄
净收益

2011年

490418

49433

539851

213779

81954

148409

444142

1537

94172

13017

1241

9390

1154

8236

-

1345

101539

235

101774

0.65

0.64

0.01

0.01

153253065

156071833

2012年

675189

78006

753195

293063

113568

226404

633035

-

120160

25488

1040

14027

3255

10772

-

-3288

132688

-

132688

0.88

0.87

0.02

0.02

154627784

156872441

2013年

857685

102169

959854

384177

142098

311014

837289

-

122565

30121

772

18985

3630

15355

1427

-407

136269

-

136269

0.88

0.87

0

0

155762959

157823792

2014年

1006198

132689

1138887

451669

169062

324210

944941

3621

197567

44880

752

28235

2193

26042

1453

-

215704

-

215704

1.38

1.37

-

-

156033992

157903792

2015年

1102974

143792

1246766

526320

188483

378434

1093237

-

153529

66605

342

31552

5331

26221

1537

-

192718

295

193013

1.23

1.23

-

-

156438606

157302174

表 1 XDF企业的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千美元

注：数据从XDF企业 2015年度财务报表中整理获得，下同。ADS指美

国存托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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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众多大小企业都选择在开曼群岛注册公司，XDF
企业也是如此。

XDF企业旗下三家香港子公司 SS、WP和 EC
的所得按照当地税率 16.5%缴纳资本利得税。香港

的资本利得税相当于境内的企业所得税，且 16.5%
的税率相对于境内25%的税率较低。

境内的WFOE企业和内资VIE实体企业是境

内居民企业，一律按照 25%的境内企业所得税税率

缴纳税款。但这些企业中如果有被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小型微利企业的，就能享受国家给予的优惠政

策，以比较低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两种企业的税

率分别为 15%和 20%。2012 ~ 2014年XDF企业缴税

概况（含控股子公司）详见表3。

（2）增值税情况。XDF企业旗下 28家书店涉及

的经营活动中有销售图书、软件、CD-ROMs、杂志

和其他收入，其 2013年、2014年和 2015年收入分别

占总收入的 10.6%、11.7%和 11.5%。即年销售收入分

别为 102169千、132689千和 143792千美元。XDF企
业以前的经营业务中，只有销售商品缴纳增值税。而

在 2016年 5月 1日全面“营改增”之后，XDF企业的

所有应缴流转税变为增值税。增值税严格按照增值

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控制，管理比较严格。

（3）营业税情况。营业税是XDF企业“营改增”

前涉及的最大的流转税。XDF企业的英语教育培

训、其他语言教育培训以及出国咨询服务项目都同

时收取一定的报名费、咨询费等。收取的报名费即教

育课程和服务费用，应当征收营业税。教育计划和服

务收入在 2013年、2014年和 2015年分别为 857685

千、1006198千和 1102974千美元，各占当年总收入

的88.3%、89.4%和88.5%。

全面“营改增”之后，XDF企业原先需要缴纳营

业税的经营活动都改为缴纳增值税。所有项目都涉

及增值税税种。因此，本文不再对XDF企业的营业

税进行风险管理研究。

四、降低VIE架构企业税务风险的建议

VIE架构企业相较于其他企业有着更高的税务

风险。而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自身的主观因素，即以减

少境内外企业整体税负为目标所致，降低VIE架构

企业的税务风险，可以从国家政策、企业自身以及外

部监管三个层面来进行。

（一）国家政策层面

1. 在税法中明确 VIE 架构中企业间的关联关

系。VIE架构间关联企业的关系是协议控制下的关

联关系，而并不是股权下的关联关系，这在税法中未

提及如何监管。而VIE架构中最大的税款流失风险

是以向境外转移企业的利润为基础发生的。但是，这

个关联企业关系在我国税法中未明确指定。为解决

VIE架构企业间避税的问题，不仅在会计上企业的

会计报表要合并处理，而且VIE架构企业的关联关

系应在税收相关法律法规中获得与股权控制下一样

的认定。

只有明确规定之后才有可能更加便于税务机关

监管VIE架构企业，也更易于税务机关在企业发生

转让定价行为的同时采取监管调整的措施。这样，

VIE架构企业间的交易会变得更加公允，也能减少

境内税款的流失。将协议控制纳入税法中，能使境内

税收法律法规更加完整。

2. 加强建设与VIE实体密切相关的信息披露制

度。上市公司的信息应当公开透明，其披露制度是受

法律约束的。美国在其《证券法》中规定上市公司要

披露信息，要将证券发行与交易有关的所有信息真

实准确地向大众公开。VIE架构企业间，境外一方为

上市公司，境内实体公司并没有在资本市场上市。境

外的上市公司享受着境内实体公司的利润，境内实

体公司进行着实际业务的操作并决定着企业的运营

发展，而这二者之间的交易却是非常隐秘的。信息在

资本市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在

VIE架构关系中的一方是上市公司时，信息披露是

必须且非常重要的。上市公司不仅要做好自身的信

息披露，也要重视自身与VIE实体公司的相关信息

包括交易信息的披露。VIE架构下，实体公司是上市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主营业务收入

753195

959854

1138887

1246766

利润总额

132688

136269

215704

193013

缴纳税款总额

10772

15355

26042

26221

税 种

增值税

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企业所得税

计税依据

销售收入

营业收入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额

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7%

5%

7%

3%

25%

表 2 2014年主要税种及税率

表 3 XDF企业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与缴纳税款总额 单位：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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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融资的利用者，同时也是向国外转出利润的转

移者。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香港公司和WFOE企业

都是为其转移利润服务的，是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

壳公司。因此，这些壳公司可以忽略不计，而与实体

企业的交易就成为上市公司需要披露的核心信息。

境内XDF是实体企业，境外XDF是上市公司，

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从境外XDF企业财

务报表中可以得知二者间的VIE关系，但其中没有

详细说明二者间的关联交易。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

很难准确把握相关信息，也无法获得企业转让定价

的情况。因此，在税务机关调整转让定价时，可能会

与实际情况产生误差，导致惩罚结果也不同。XDF
企业除应加强公开与实体企业密切相关的信息之

外，更应依照上市地的会计准则设立并完善上市公

司与境内子公司的合并报表规则，包括合并的范围、

方法以及范围确定与变更的详细说明。

3. 缩小VIE架构中企业间的“税收套利”空间。

搭建VIE架构的目标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减少企业间

的整体税负，即实现企业间的税收套利。从前述介绍

及研究中可以得知，VIE架构企业间也确实做到了

这一点，并且有持续的趋势。VIE企业间的转让定价

方式通过利用境内外税制不同的特点、境内企业与

香港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境内实体公司和WFOE
企业能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从而进行税收套利活

动。这给企业提供了避税的可能性。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要逐步缩小税率

差异。只要有所得税税率差异就存在税收套利空间，

就可以被企业用来避税。因此，逐渐平抑所得税税率

差异，减小VIE架构中不同地区企业间的税负成本，

成为抑制企业避税行为的有效方法。这涉及两个方

面的管理，分别为VIE架构实体企业和境内WFOE
企业之间的税率调整以及上市公司与境内WFOE
企业的税率调整。

（二）企业自身层面

对企业自身而言，一方面需要搭建企业税务风

险控制体系，并对此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另一方面

则要构建企业税务风险评估体系，可从综合纳税评估、

所得税纳税评估、增值税纳税评估三个方面进行。

1. 搭建企业税务风险控制体系。VIE架构企业

相比于其他企业有着更大的税务风险，这会给境内

的税务机关带来税源变窄、税收变少等不利影响。而

且，运用转让定价方法，利润的境外转移也给我国带

来了很大的税额流失。所以企业自身也需对此进行

更加严格的管理。

为了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如图4所示，笔者对

XDF企业进行系统的税务风险管理流程设计，该流

程的最后一步是在进行识别和评估两个步骤之后对

其税务风险进行有效控制。XDF企业要配备专门的

税务风险管理人员，在发生问题时能有应对方法。完

成了最后的控制步骤才算成功建立了税务风险管理

体系，在以后的企业管理中特别是税务管理中可以

实际应用该体系，在降低税务风险的同时不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以减少境内税款流失情况的发生。

2. 构建企业税务风险评估体系。纳税评估指标

是强化我国税收征管的有效手段，企业可以充分运

用纳税评估指标，对本企业涉及的纳税情形做出全

面评析，以降低缴纳税款时的违规行为发生频率，减

少企业税务行为的风险。XDF企业可以参照国家税

务总局颁布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构建企业自身

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对本企业经营相关的几个主

要税种，设立关键、综合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并建

立相应税种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将综合与分类评

估指标体系结合应用于XDF企业。

在综合纳税评估指标体系方面，综合纳税评估

是对该企业税务风险的大小、发生的概率和风险发

生后的后果严重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估。建立综合的

纳税评估指标体系时可依据纳税评估通用指标对

XDF企业的总体税务风险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能

为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服务，并且成为该企业进行

税务风险管理的主要依据。

XDF企业涉及的最大税种是企业所得税，且企

业所得税的税务风险是当前涉及的较重大的税务风

险，若没有及时识别出该风险，企业将面临重大的经

济损失。企业所得税的评估指标见表4。

设立专门税务机构

市场价格策略 偏离市场价格策略

交易价格不公允

不可控，按严重
程度采取应对
预案或引入预
约定价机制

可控，
无须应对

可控，
无须应对

不可控，按偏离严
重程度采取应对
预案或引入预约

定价机制

交易价格公允，
无须应对

合理范围内，
无须应对

交易价格不在
合理范围内

图 4 XDF企业税务风险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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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得出的结果跟同行业同期的结果对比，可以

得出本公司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的变化和异常情况

及其原因。参照得出的结果，可以分析并建立所得税

纳税评估指标体系。

增值税是XDF企业涉及的一项流转税，自“营

改增”全面实施后，XDF企业最大的流转税营业税

被取消，取而代之的增值税会成为该企业最大的流

转税。XDF企业应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流转税

评估方法进行纳税评估，构建相应的增值税纳税评

估指标体系。对XDF企业的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

与其他相关信息进行审核，计算该企业的毛收益率，

对企业的存货、负债、进项税额进行综合分析，对销

售额分析指标也进行分析，并评估增值税的税务风

险。得出结果后可对该风险评级并进行有效规避。

（三）外部监管层面

VIE架构的建立与以前其他企业所采取的境外

直接上市与间接上市都不同，它不仅隐蔽地绕过了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在某些行业外资不准进

入的限制，而且实体企业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将绝

大部分利润转移到境外，形成境内企业无利润、境外

企业利润高的格局。而进行利润转移的上市公司、实

际的投资者、香港企业、WFOE企业之间的相互关

系十分复杂。在这种复杂的架构下，信息不是完全透

明的，上市公司又不在境内，无法获得其真实的经营

状况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因此，在外部监管层面，

应对上市公司和跨境资金转移进行专门监管。针对

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及税务机关应该加强与国际税

务相关机构的联系，对VIE架构间企业的跨境资金

流动严加监管，并且加大处罚力度，以减少企业的避

税活动。在稽查方面，也应重点稽查VIE架构企业与

避税相关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搭建VIE架构主要是为了跨国

融资，获得资本为实体企业的发展作支撑，税务方面

的问题是伴随其发生的。归根结底，解决VIE架构的

税务问题要尽可能早地完善国内资本市场，解决境

内资本市场上市限制条件多且高、融资困难的问题。

VIE架构是我国特殊的市场条件和特殊政策下产生

的模式。当国内资本市场降低企业的上市要求与条

件时，VIE架构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相应的避税问

题也就无从谈起了。

五、结论

VIE架构的存在本身就存在着风险。VIE架构有

法律、道德、公司治理等各方面的风险。针对我国

VIE架构中税务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首先给出VIE
架构的定义，税务风险的概念、特征，进行税务风险

管理的步骤。在此理论基础上，引入XDF企业，基于

XDF企业VIE架构涉税事项的基本情况，对XDF企
业进行税务风险管理研究。在已发生利润境外转移

及税收境外转移的情况下，指出引发境内税收减少

的情况以及企业内隐蔽存在的各个税务风险点，对

其进行识别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评估和控制。由于笔

者知识有限和经验的缺乏，本文还存在很多不足，今

后会持续关注这方面的政策变动，继续以政策的调

整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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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所得税负担率

主营业务利润
税负负担率

应纳税所得额
变动率

所得税贡献率

所得税贡献变
动率

所得税负担变
动率

计 算

应纳所得税额/利润总额×100%

本期应纳税额/本期主营业务利润×
100%

（评估期累计应纳税所得额-基期累计
应纳税所得额）/基期累计应纳税所得
额×100%

应纳所得税额/主营业务收入×100%

（评估期所得税贡献率-基期所得税贡
献率）/基期所得税贡献率×100%

（评估期所得税负担率-基期所得税负
担率）/基期所得税负担率×100%

表 4 所得税纳税评估指标

□·66·财会月刊201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