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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38 号） 

 

  为规范居民企业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报告的内容和方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

现就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居民企业成立或参股外国企业，或者处置已持有的外国企业股份或有表

决权股份，符合以下情形之一，且按照中国会计制度可确认的，应当在办理企

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居民企业参股外国企业信息报告

表》（附件 1）： 

  （一）在本公告施行之日，居民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外国企业股份或有表

决权股份达到 10%（含）以上； 

  （二）在本公告施行之日后，居民企业在被投资外国企业中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股份或有表决权股份自不足 10%的状态改变为达到或超过 10%的状态； 

  （三）在本公告施行之日后，居民企业在被投资外国企业中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股份或有表决权股份自达到或超过 10%的状态改变为不足 10%的状态。 

 

  二、居民企业在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还应附报以下与境外所得相关

的资料信息： 

  （一）有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情形或者需要适用《特别纳税调整

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 号文件印发）第八十四条规定的居民

企业填报《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附件 2）； 

  （二）纳入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抵免范围的外国企业或符合企业

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受控外国企业按照中国会计制度编报的年度独立财

务报表。 

 

  三、在税务检查（包括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及特别纳税调整调查等）时，主

管税务机关可以要求居民企业限期报告与其境外所得相关的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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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居民企业能够提供合理理由，证明确实不能按照本办法规定期限报告境

外投资和所得信息的，可以依法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延期要求。限制提供相关

信息的境外法律规定、商业合同或协议，不构成合理理由。 

 

  五、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提供便利，及时受

理纳税人报告的各类信息，并依法保密。 

 

  六、居民企业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经主管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主管税务机关可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

则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已有信息合理认定相关事实，并据以计

算或调整应纳税款。 

 

  七、非居民企业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

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的，参照本公告规定报告相关信息。 

 

  八、本公告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在施行之日以前发生，但与施行之

日以后应报告信息相关或者属于施行之日以后纳税年度的应报告信息，仍适用

本公告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

来报告表〉的通知》（国税发〔2008〕114 号）所附《对外投资情况表》同时

废止。　 

  附件：1.居民企业参股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 

  2.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1 

  居民企业参股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 

一、报告人信息 

企业名称：   纳税识别号：   

二、被投资外国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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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企业名称：   所在国纳税识别

号： 

  

成立地：   主营业务类型：   

报告人持股比例：   

持有外国企业 10%以上股份或有表决权股份的其他股东情况 

持股股东名称 居住地或成立

地 

持股类型 持股比例 达到 10%以上权益

份额的起始日期 

          

          

          

          

中国居民个人担任外国企业高管或董事情况 

中国居民个人姓

名 

中国境内常住

地 

身份识别号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三、外国企业股份变动信息 

报告人收购外国企业股份情况 

被收购股份类型 交易日期 收购方式 收购前报告人在

外国企业持股份

额 

收购后报告人在

外国企业持股份

额 

          

          

          

报告人处置外国企业股份情况 

被处置股份类型 处置日期 处置方式 处置前报告人在

外国企业持股份

额 

处置后报告人在

外国企业持股份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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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人声明 

我谨在此声明：以上呈报事项准确无误，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报告人签字和盖章：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联系电话： 

  

  

以下由主管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人： 

联系电话： 

税务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的公告》

（以下称公告）第一条规定应该填报本表的企业为本表报告人。报告人直接或

间接投资多家外国企业，并符合规定条件的，应该分别按每个符合条件的被投

资外国企业填报本表。 

  2. 持股股东名称栏仅填报在被投资外国企业直接持有 10%以上股份或有表

决权股份的所有股东。 

  3. 持股类型栏、被收购股份类型栏和被处置股份类型栏按照有表决权股份

和无表决权股份填报。 

  4. 持股比例栏按照《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七十七条第二款

规定计算填报。 

  5. 中国居民个人姓名栏应该填报担任被投资外国企业高管和董事，且按照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构成在中国有住所，或者在中国无住所但在中国境内居住满

一年的所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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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身份识别号栏按中国居民个人所持身份证件的识别号填报。 

  7. 交易日期栏和处置日期栏按中国会计制度确认的相关交易或处置行为完

成的日期填报。 

  8. 收购外国企业股份情况仅填报导致公告第一条规定情形的一次或多次收

购交易及其相关情况。 

  9. 外国企业股份处置情况仅填报导致公告第一条规定情形的一次或多次股

份处置交易及其相关情况。 

  10. 本表相关栏目应填报的名称为外文的，应同时填报中文译文名称。 

 

  附件 2 

  受控外国企业信息报告表 

一、报告人信息 

企业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二、受控外国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纳税年度起止   

记账本位

货币 
  

折合人民币汇

率选用 
  

主营业务范围 

三、受控外国企业构成条件    持股比例□       实质控制□ 

四、持有受控外国企业股份的中国居民股东持股信息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数量和比例

起止 

时间 

间接持股数

量和比例

起止 

时间 

              

              

              

              

五、例外适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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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控外国企业是否在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非低税率国家（地区）  是□  否□  

实际税负：  

2. 受控外国企业年度利润是否不高于 500 万元人民币        是□  否□ 

3. 受控外国企业主要取得积极经营活动所得            是□  否□ 

六、受控外国企业利润分配 

  

可分配利润总额   
可抵免外国

税额 
  

以前年度已视同分配额   
可抵免外国

税额 
  

本年度分配额超出以前年度已视同分

配额的数额 
  

可抵免外国

税额 
  

未分配利润额   
可抵免外国

税额 
  

视同分配给报告人股息   
可抵免外国

税额 
  

视同分配给其他中国居民股东的股息   
可抵免外国

税额 
  

备注       

七、报告人声明 

我谨在此声明：以上呈报事项准确无误，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报告人签字和盖章：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主管税务机关填写 

受理人： 

联系电话： 

税务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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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说明： 

  1. 按照《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七十六条规定构成中国居

民企业股东的企业为本表的报告人。由报告人投资的多家外国企业构成《特别

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七十六条规定的受控外国企业的，报告人应分

别各受控外国企业填报本表。 

  2. 企业名称或股东名称为外文的，应同时填报中文译文名称。 

  3. 股东名称栏仅填报符合《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七十六

条规定的所有中国居民股东。 

  4. 折合人民币汇率选用栏按本表所用汇率确定方法填报，如按受控外国

企业年度平均汇率或年末汇率确定。 

  5. 未分配利润栏按可分配利润栏减以前年度已视同分配额以及本年度分

配额超出以前年度已视同分配额的数额之差填报。 

  6. 视同分配给报告人股息栏和视同分配给其他中国居民股东的股息栏以

未分配利润栏为基础，按照《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第八十条规定

计算填写。 

  7. 本表视同分配给报告人股息栏及对应可抵免外国税额栏数额计入居民

企业年度申报表相关栏目。 

  8. 本表中货币金额一律使用人民币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