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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意 
 
 
No. 定义 章节 释意 

 
1.  BVI 1.3 指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位于加勒比海地区，波多黎

各以东； 
 

2.  Cayman  1.3 指开曼群岛，是英国在西加勒比群岛的一块海外属地； 
 

3.  ICP 6.4 是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的缩写；业界习惯将增值电信业务称为 ICP
业务，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称为 ICP 证； 
 

4.  IPO 1.8 指首次公开发行股份（Initial Public Offering）； 
 

5.  SEC 前言 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6.  TMT 2.1.2 指科技、媒体和通信（Technology, Media, Telecom）；  
 

7.  VIE 1.1 指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8.  VIE 协议 1.4 指 WFOE 与境内运营实体（及其股东）签署的一系列关于控制权和利

润的转移协议； 
 

9.  WFOE 1.3 指外商独资企业（Wholly Foreign Owned Enterprises）； 
 

10.  红筹股 1.6 红筹股（Red Chip）这一概念诞生于 90 年代初期的香港股票市场，香

港和国际投资者把在境外注册、在境外上市的那些带有中国大陆概念

的股票称为红筹股； 
 

11.  7 号文 4.6 指由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并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起实施的《关于境内

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12]7 号）； 
 

12.  10 号文 1.7 指由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

颁布并于 2009 年 9 月 8 日起实施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

规定》（2009 年修订）； 
 

13.  75 号文 2.1.1 指由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并于 2005 年 11 月 7 日起实施的《关于境内

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汇发[2005]75 号）； 
 

14.  698 号文 6.1 指由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并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函

[2009]69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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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结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精简版）

 
 
  
 * 王  武 
  
  

据有关数据统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有近半数为采用 VIE 结构上市的公司，由此

可见 VIE 结构对于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与影响力。而 近这两三年对于 VIE 结构来说可

谓是多事之秋，先后发生了土豆网创始人离婚致使土豆网的上市计划被迫推迟事件、

阿里巴巴终止支付宝 VIE 协议事件、双威教育境内资产被转移致使双威教育海外退市

事件、新东方调整 VIE 结构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的事件等，而这些事

件也引发了业界对 VIE 结构持续的关注和担忧。 
 

尤其是在 2011 年，当时据传证监会上报了国务院一份关于 VIE 结构的报告——《关

于土豆网等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的情况汇报》，并由此引发了业界对 VIE 结构的一片

恐慌。该报告一方面肯定了中国互联网企业采用 VIE 结构在海外上市对我国互联网行

业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认为由于我国互联网领域的龙头企业（涵盖

门户网站、电子商务、增值电信服务、即时通讯、网络游戏等）绝大部分选择赴美上

市，而外资机构通过海外市场入股我国龙头互联网行业并获得大量信息，已经对我国

互联网络的国家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如今，时隔已近两年，VIE 结构此一热点问题仍在持续发酵之中，但相关政府部门对

于 VIE 结构仍未明确表态或出台相关规范意见，由此也印证和说明了 VIE 结构这个问

题是现今中国法律实务界的难题之一。如何平稳且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相关

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从业人士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VIE 结构概览 
 

1.1 VIE 结构的概念 
 

VIE 是“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的缩写，直译为“可变利益实体”。VIE 结构在国内又被

称为“协议控制结构”或者“新浪结构”，其是指境外注册的上市主体与境内的运营实体

相分离，境外上市主体通过协议的方式控制境内运营实体，从而达到把境内运营实体

的会计报表并入境外上市主体的目的，而境内运营实体就是境外上市主体的 VIEs（可

变利益实体）。 
 

1.2 VIE 结构的由来 
 

VIE 结构 早诞生于我国的增值电信行业领域。缘起于从事增值电信业务的企业因为

在境内很难融资或者上市，于是便想在境外融资或者上市，但是如果该等企业在境外

融资或上市的话，该等企业将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而我国当时的增值电信业务又

是禁止外商投资的，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局面。而为了协调这一矛盾的局面，该

等企业采取了 VIE 结构这一变通的办法，即在 VIE 结构下，外国投资者不通过股权控

制的方式参与增值电信业务，而是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参与增值电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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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VIE 结构的搭建 
 

图 1：VIE 结构图 
 

 
 

搭建 VIE 结构通常的做法是： 
 

(1) 境内运营实体的创始人共同或各自在海外离岸法域（通常选择英属维尔京群岛

（BVI））设立一个壳公司（“创始人壳公司”）； 
 

(2) 创始人壳公司在开曼群岛（Cayman）成立一个公司，作为未来的境外上市主体（在

VIE 结构搭建完成之后，一般该上市主体会在上市前引进 VC/PE 投资人）； 
 
(3) 境外上市主体再在香港设立一个全资壳公司； 

 
(4) 香港壳公司再设立一个或多个境内全资子公司，即外商独资企业（以下简称

“WFOE”）； 
 

(5) WFOE 与境内运营实体签订一系列控制协议。 
 

1.4 VIE 结构的协议 
 

为了境外上市主体能够按照境外会计准则合并境内运营实体的会计报表，WFOE 一般

会与境内运营实体（及其股东）签署一系列关于控制权和利润的转移协议（以下合称

“控制协议”或者“VIE 协议”）。控制协议一般包括如下协议： 
 

(1) 贷款协议.  由 WFOE 与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签订。WFOE 根据该协议向境内运

营实体的股东提供贷款，然后该等股东将这笔贷款通过增资的方式注入境内运营

实体； 
 

(2) 独家期权协议.  由 WFOE 与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签订。在该协议项下，境内运

营实体的股东授予 WFOE 一项独家期权。根据该独家期权，WFOE 可以随时自己

或者指定任意第三方主体购买境内运营实体股东所持有的境内运营实体的股权； 
 

(3) 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  由 WFOE 与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签订。在该协议项下，

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委托 WFOE 行使其在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表决权；  
 

(4) 独家业务合作协议.  由 WFOE 与境内运营实体签订。在该协议项下，WFOE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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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运营实体提供独家的咨询和技术服务，从而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以及 
 
(5) 股权质押协议.  由 WFOE 与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签订。在该协议项下，境内运

营实体的股东将其在境内运营实体的股权质押给 WFOE 以担保上述四个协议的

履行。 
 

1.5 VIE 结构的特点 
 

一般来说，VIE 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1) 搭建 VIE 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境外融资或上市； 
 

(2) VIE 结构多发生于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资领域；以及 
 

(3) 签署 VIE 协议的目的是将境内运营实体的会计报表并入境外上市主体。 
 

1.6 VIE 结构的风险 
 

在海外上市的企业的招股说明书中，通常列举如下有关 VIE 结构的法律风险： 
 

(1) 制度风险.  虽然国家相关部门一直没有颁布法规明确禁止 VIE 结构，但不排除国

家相关部门在以后出台相应的规定对其予以取缔。关于 VIE 结构的制度风险的更

多讨论，请参见本文第 2 章（各界对 VIE 结构的态度）。 
 
(2) 控制风险.  由于在 VIE 结构下，境外上市主体与境内运营实体是通过 VIE 协议的

纽带进行联接的，在境外投资人与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境内运营实体股东可能会做出不符合境外投资人利益的行为，但境外投资人对该

等行为可能缺乏一定的管控力。关于 VIE 结构的控制风险的更多讨论，请参见本

文第 4.1 节（VIE 结构与公司治理——创始人）。 
 

(3) 税务风险.  VIE 结构属于红筹结构的一种，所以红筹结构所面临的一般税务风险

VIE 结构也可能面临。同时，VIE 结构还存在其自身特有的税务风险。关于 VIE
结构的税务风险的更多讨论，请参见本文第 6 章（VIE 结构与税务）。 

 
1.7 VIE 结构的演变 

 
自 2000 年 4 月新浪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首开互联网企业采用 VIE 结构在境外上市

的先例以来，搜狐等其他门户网站、百度、阿里巴巴、盛大游戏等其他互联网公司也

通过 VIE 结构实现了海外上市。同时，该种模式也被推广到教育培训领域（以新东方

教育集团为代表）和广告等新媒体领域（以分众传媒、华视传媒等为代表）。 
 
在 2006 年 8 月 8 日，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外

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9 年修订）（以下简称“10 号文”），其中有一条关

于关联并购的规定，即“国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

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 
 
而由于中国境内企业采取红筹结构间接到境外上市一般都会涉及关联并购，但在 10
号文颁布后，企业取得商务部就“关联并购”作出的批准难度极大，所以一些非互联网

的企业也开始尝试采用搭建 VIE 结构的方法实现境外上市，从而绕开 10 号文关于关

联并购需报送商务部审批的相关规定。例如在 2009 年，国内民营煤炭贸易企业中国秦

发就采用 VIE 结构实现了在香港上市。自中国秦发上市以来，熔盛重工、翔宇疏浚等

重资产公司也仿效中国秦发采用 VIE 结构实现了在香港上市。 
 

从以上可以看出 VIE 结构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从互联网行业发展至了非互联网行

业，从外商投资限制或禁止行业发展至了非外商投资限制或禁止行业，以及从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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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至了重资产行业。 
 

1.8 VIE 结构大事记 
 

以下为笔者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所整理一些有关 VIE 结构的重大事件： 
 

表 1：VIE 结构大事记 
 
No. 时间 事件 

 
1.  2000 年 04 月 新浪首次采用 VIE 结构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其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互联网公司。 
 

2.  2003 年 04 月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及改变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通

告》。根据该通告，中国证监会取消的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包括根据《关于涉及境内权益

的境外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中国律师出具的关于涉及境内权

益的境外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的法律意见书的审阅”。  
 

3.  2006 年 07 月 原信息产业部（现为工信部）出台《关于加强外商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通知》，通

知称“近来，发现一些外国投资者通过域名授权、注册商标授权等形式，与境内增值电信公

司规避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要求，在我国境内非法经营增值电信业务”，通知进

而对该等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规范。 
 

4.  2009 年 07 月 国内煤炭贸易企业中国秦发采用 VIE 结构绕开 10 号文关联并购的相关规定在香港上市，成

为 10 号文后首家采用 VIE 结构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5.  2009 年 09 月 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颁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三定”规定>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进一步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

批管理的通知》（新出联[2009]13 号），该文禁止外商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在中国境内

投资从事网络游戏运营服务，并明确规定外商不得通过签订相关协议或提供技术支持等间

接方式实际控制和参与境内企业的网络游戏运营业务。这是中国政府部门首次通过法律法

规方式，禁止外国投资者通过 VIE 架构投资某一境内领域。 
  

6.  2010 年 11 月 土豆网创始人的妻子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对该创始人所持有的股份进行诉讼保全，导致

土豆网的上市计划被迫推迟，引发了业界关于离婚对 VIE 结构影响的讨论。 
 

7.  2011 年 03 月 宝生钢铁撤销其在美国的上市申请，原因在于河北当地政府不认可该公司的 VIE 结构。宝

生钢铁事件是首个被公开披露的中国政府部门否定 VIE 架构的案例，但因宝生钢铁所涉行

业特殊，外界更多把该事件归结为针对特定行业投资限制的个案，而非针对 VIE 架构本身1。
 

8.  2011 年 06 月 阿里巴巴以 VIE 结构不符合央行发放第三方支付牌照政策为由，终止了阿里巴巴旗下支付

宝与境外控股公司之间的协议控制关系。 
 

9.  2011 年 06 月 在新闻出版总署颁布文件不允许外资通过 VIE 结构投资网络游戏企业后，从事儿童题材网

游的淘米网采用 VIE 结构在美上市。淘米网的中国法律顾问出具报告认为，淘米网的 VIE
结构搭建于 2009 年 6 月，早于新闻出版总署的通知，故不构成违反该通知的情况。同时，

中国法律顾问认为，鉴于当前多头监管模式，新闻出版总署不太可能单方面对 VIE 结构产

生实际影响，根据相关法律，新闻出版总署仅负责网游上线前审批，而文化部负责监管所

有网游产业，且如有网游未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而上线的，其监管和调查权归文化部。2 
 

                                                        
1 请参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刘湘宁著《VIE：默认合法是时下 优选择》，第 13 页，载于

http://stock.stockstar.com/JI2011071200000694.shtml。 
2 请参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刘湘宁著《VIE：默认合法是时下 优选择》，第 12 页，载于

http://stock.stockstar.com/JI20110712000006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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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VIE 结构大事记 
 
No. 时间 事件 

 
10.  2011 年 08 月 《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首次将 VIE 纳入外资并购安

全审查范围。 
11.  2011 年 11 月 香港联交所更新了其关于 VIE 结构的上市决策。该决策原则上明确了在审核相关申请人的

上市申请时，将全面考虑申请人采取协议控制模式的原因，并对通过 VIE 架构上市的非限

制行业企业的审查将更加审慎。 
12.  2012 年 06 月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双威教育 VIE 结构控制下的中国境内核心业务运营实体被转让给了第

三方，并由此导致了双威教育股票被纳斯达克摘牌。 
 

13.  2012 年 07 月 新东方收到美国 SEC 就其 VIE 结构调整的调查函。美国做空机构浑水公司（Muddy Water 
Research）随后发表研究报告，指称新东方 VIE 结构存在诸多问题。 
 

14.  2012 年 08 月 商务部批准沃尔玛公司收购 1 号店，但附加限制条件要求沃尔玛只能收购 1 号店的直销业

务而不包括 1 号店通过 VIE 结构经营的的增值电信业务。 
 

15.  2013 年 04 月 开曼群岛法院对安博教育集团作出了临时托管的判决。安博教育集团也成为在美国上市第

一只被国外判决接管的中概股。 
 

 
（注：以上大事记，均来自相关媒体报道，笔者或者环球律师事务所并不对该等报道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同时，本文的内容不代表笔者或者环球律师事务所对该等报
道内容以及所报道事件的任何意见、态度或者价值判断。） 

 
1.9 VIE 结构上市公司名录 

 
请见下表采用 VIE 结构海外上市的公司名录（截止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表 2：VIE 结构上市公司名录 
 

所属行业 公司名称 交易代码 上市地 交易所 上市日期 
新浪 Sina 美国 纳斯达克 2000-04-13 
网易 Nets 美国 纳斯达克 2000-06-30 
搜狐 Sohu 美国 纳斯达克 2000-07-12 
掌上灵通 Lton 美国 纳斯达克 2004-03-04 
腾讯控股 700 香港 港交所 2004-06-16 
空中网 Kong 美国 纳斯达克 2004-07-09 
前程无忧 Jobs 美国 纳斯达克 2004-09-29 
金融界 JRJC 美国 纳斯达克 2004-10-15 
酷 6 网 Kutv 美国 纳斯达克 2005-02-04 
百度 Baidu 美国 纳斯达克 2005-08-05 
太平洋网络 543 香港 港交所 2007-12-18 
A8 电媒音乐 800 香港 港交所 2008-06-12 
中房信 CRIC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10-16 
搜房网 Sfum 美国 纽交所 2010-09-17 
优酷网 Yoku 美国 纽交所 2010-12-18 
创博国际 Tbow 美国 纳斯达克 2011-02-03 
奇虎 360 Qihu 美国 纽交所 2011-03-30 
人人网 Renn 美国 纽交所 2011-05-04 
网秦 NQ 美国 纽交所 2011-05-05 

泛互联网  
互联网信息服务 

世纪佳缘 Date 美国 纳斯达克 2011-05-11 



FEATURE: VIE STRUCTURE AND RELATED LEGAL ISSUES 

 
 

 环球法律评论︱二零一三年八月 
 

>> 6 

表 2：VIE 结构上市公司名录 
 

所属行业 公司名称 交易代码 上市地 交易所 上市日期 
凤凰新媒体 Feng 美国 纽交所 2011-05-12 
土豆网 Tudo 美国 纳斯达克 2011-08-17 

 
携程网 CTRP 美国 纳斯达克 2003-12-09 
艺龙网 Long 美国 纳斯达克 2004-10-28 
橡国国际 ATV 美国 纽交所 2007-05-04 
阿里巴巴 1688 香港 港交所 2007-11-06 
麦考林 Mcox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10-25 
易车网 Bita 美国 纽交所 2010-11-17 
当当网 Dang 美国 纽交所 2010-12-08 
唯品会 VIPS 美国 纽交所 2012-06-23 

电子商务 

环球市场 GMC 英国 伦敦交易所 2012-06-22 
 

盛大 SNDA 美国 纳斯达克 2004-05-14 
第九城市 NCTY 美国 纳斯达克 2004-12-15 
完美时空 PWRD 美国 纳斯达克 2007-07-26 
巨人网络 KA 美国 纽交所 2007-11-01 
畅游 CYou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04-02 
盛大游戏 Game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09-25 
淘米 Taom 美国 纽交所 2011-06-09 

网游 

中国网游 CMCE 美国 纳斯达克 2012-09-25 
 

永视新博 STV 美国 纽交所 2007-10-05 
金山软件 3888 香港 港交所 2007-10-09 
文思信息 Vit 美国 纽交所 2007-12-12 
中国信息技术 Cnit 美国 纳斯达克 2008-05-21* 
联合信息 Kone 美国 纳斯达克 2008-05-14 
经纬国际 Jngw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5-20* 
海辉软件 HSFT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6-30 
高德软件 AMAP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7-01 
中网在线 CNET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7-01 
斯凯网络 MObi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12-10 
软通动力 ISS 美国 港交所 2010-12-14 

软件与服务 

世纪互联 VNET 美国 纳斯达克 2011-04-21 
 

新东方 EDU 美国 纽交所 2006-07-07 
正保远程教育 DL 美国 纽交所 2007-07-30 
诺亚舟 Ned 美国 纽交所 2007-10-19 
双威教育 CAST 美国 纽交所 2007-10-29 
ATA ATAT 美国 纳斯达克 2008-01-29 
弘成教育 CEDU 美国 纳斯达克 2007-12-11 
安博教育 AMBO 美国 纽交所 2010-08-05 
环球雅思 GEDU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10-08 
学而思 XRS 美国 纽交所 2010-10-20 

教育培训 

学大教育 XUE 美国 纽交所 2010-11-02 
 

分众传媒 FMCN 美国 纳斯达克 2005-07-13 
航美传媒 AMCN 美国 纳斯达克 2007-11-07 

传媒出版 

华视传媒 VISN 美国 纳斯达克 2007-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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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VIE 结构上市公司名录 
 

所属行业 公司名称 交易代码 上市地 交易所 上市日期 
中视控股 CABL 美国 纳斯达克 2008-07-30. 
易达控股 CNYD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12-07* 
昌荣传播 CHRM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5-05 
中国高速频道 CCME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6-03* 
十方控股 1831 香港 港交所 2010-12-13 
博纳影业 BONA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12-09 
盛世巨龙 CDM 美国 全美交易所 2011-02-09 
中国三三传媒 8087 香港 港交所 2011-02-28 
品牌中国 8219 香港 港交所 2012-04-27 

 
奥瑞金种业 SEED 美国 纳斯达克 2005-11-08* 
华奥物种 GRO 美国 纽交所 2007-11-08 食品、饮料与烟草 
丰泽龙牧 OINk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7-20 

 
西南天然气 CHNG 美国 纳斯达克 2005-12-17* 
中国秦发 866 香港 港交所 2009-07-03 
星源燃料 AMCF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1-26 传统能源 

泓利煤焦 SCOK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2-18* 
 

中星微 VIMC 美国 纳斯达克 2005-11-25 
国人通信 GRRF 美国 纳斯达克 2006-03-30 
东方信联 TSTC 美国 纳斯达克 2006-09-27* 
展讯通信 SPRD 美国 纳斯达克 2007-06-28 

硬件、半导体与设备 

蓝汛通信 CCIH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10-01 
 

三生制药 SSRX 美国 纳斯达克 2007-02-07 
天星生物 SKBI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06-26* 
诺康生物 NKBP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12-11 
奥星制药 BSPM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4-23* 
江波制药 JGBO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6-08* 

制药、生物科技、 
生命科学 

香格里拉藏药 TBET 美国 纳斯达克 2011-01-25 
 

易居中国 EJ 美国 纽交所 2007-08-08 
汉广厦房地产 HGSH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9-13* 房地产中介 
思源经纪 SYSW 美国 纽交所 2010-11-24 

 
泛华保险 CISG 美国 纳斯达克 2007-10-31 
诺亚财富 NOAH 美国 纽交所 2010-11-10 
中国信贷 8207 香港 港交所 2010-11-19 金融服务 

汇联金融 8030 香港 港交所 2012-05-04 
 

绿诺科技 RINO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07-13* 
商业与专业服务 

鼎联控股 TRIT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09-10 
 

非日常消费品零售（汽车） 开元汽车 AUTC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10-05* 
非日常消费品零售（手机） 乐语中国 FTLK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12-17 
非日常消费品零售（珠宝） 金凰珠宝 KGJI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8-08* 
非日常消费品零售（汽车） 正通汽车 1728 香港 港交所 2010-12-10 

消费品

零售 

非日常消费品零售（汽车） 联拓集团 LAS 美国 纽交所 20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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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VIE 结构上市公司名录 
 

所属行业 公司名称 交易代码 上市地 交易所 上市日期 
非日常消费品零售（药品） 九洲大药房 CJJD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4-22* 
非日常消费品零售（服装） 博士蛙国际 1698  香港 港交所 2010-09-29 
非日常消费品零售（百货） 庆客隆 QKLS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10-21 

 
新奥混凝土 CADC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11-16* 

建筑材料 
圣恺工业 VALV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5-25* 
中国风能技术 CWS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12-30* 

新能源 
大全新能源 DQ 美国 纽交所 2010-10-07 

金属与采矿 侨兴资源 Xing 美国 纳斯达克 1999-02-16 
运输 中环球船务 Sino 美国 纳斯达克 2008-05-21 

能源设备与服务 研控科技 RCON 美国 纳斯达克 2009-07-30 
纸业与包装 东方纸业 ONP 美国 全美交易所 2009-12-17* 

制造业 万桥兴业 BWOW 美国 纳斯达克 2010-05-05* 
造船业 熔盛重工 1101 香港 港交所 2010-11-19 
疏浚业 翔宇疏浚 871 香港 港交所 2011-06-20 

 
注 1：上表内容主要根据苏龙飞先生制作的 VIE 上市公司的汇总统计制作3。而苏龙飞先生的 VIE 上市公司汇总中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的数据，基本引用自欧阳瑭珂的硕士论文《中国企业境外间接上市中的合同控制模

式研究——法律和财务的双重视角》中的统计数据。 
  
注 2：*表示转板日期 
 
注 3：侨兴资源直到 2009 年才采用 VIE 结构。 
 
注 4：熔盛重工、博士蛙国际为部分 VIE 结构。 
 
注 5：阿里巴巴、盛大、双威教育、环球雅思、国人通信、侨兴资源已经退市。 
 

 
 

                                                        
3 请参见苏龙飞先生的新浪微博：http://weibo.com/1323930931/yFjSW1X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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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界对 VIE 结构的态度 
 

2.1 政府部门的态度 
 
2.1.1 政府部门的态度 

 
应该说，相关政府部门一直有注意到 VIE 结构，如(i) 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05 年 10
月 21 日颁布了《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

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 号）（以下简称“75 号文”），该文将搭建 VIE 结构的行为

纳入了外汇监管范围；(ii) 信息产业部（现为工信部）于 2006 年 7 月 13 日颁布了《关

于加强外商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通知》，该通知对当时的 VIE 结构进行了一

定的调整；(iii) 2009 年 9 月，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国家版权局出台相关规定不允许外商

通过 VIE 结构实际控制或者参与境内企业的网络游戏运营业务；以及(iv) 2011 年 8 月，

商务部颁布了《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该文规定了外

国投资者不得以协议控制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  
 
虽然有上述规定，但一直未见外商投资和 TMT4行业的监管部门颁布明确的规则来明

确禁止 VIE 结构。 
 

2.1.2 政府部门的困境 
 

目前这个局面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可能是个两难的境地： 
 
(1) 放开.  如果对这些采用 VIE 结构的企业所在的行业放开外商投资限制政策，那么

投资人可能会要求现有采取 VIE 结构的企业把协议控制模式改成股权控制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相较于现有协议控制的模式，无疑增强了外资对于我国相关行业

的控制； 
 
(2) 一刀切.  如果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即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在没有相应的

融资市场替代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不利于整个 VIE 行业的良性发展，使得不能采

取 VIE 结构的企业面临资金短缺而又无处募集的困境；  
 

(3) 默许.  容易采取的策略就是继续采取现在采用的默许态度，将 VIE 结构的法律

属性交给司法机关去解决。 
 

2.2 司法机关的态度 
 

对于中国法院如何认定 VIE 协议，目前笔者尚未找到一手的材料。但可以预测的是，

法院在审理有关确认 VIE 协议合法性的案件时，应该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如果法

院简单地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 3 款的规定，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无效，判定 VIE 协议无效，则无疑会对整个 VIE 行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高院 近审结了一起案件（民生银行股权纠纷案），认为以协议的方式通过“委托投

资”的方式规避国家金融管理政策的行为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而被判定

无效。此案也引起业界就法院对于 VIE 协议合法性可能会如何认定的讨论。 
 

案例 1：民生银行股权纠纷案5 
 
这是一场历时 12 年的民事诉讼，从 2001 年至今，已经历经多次审理，终于在 2012
年年底审结。香港知名企业华懋集团旗下公司华懋金融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华懋

公司”）通过委托投资的方式，委托中国中小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小企

业公司”）对民生银行的股权进行投资，此后双方爆发利益纷争。 

                                                        
4 TMT 是 Technology, Media, Telecom 的缩写，即是科技、媒体和通信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5  请参见胡中彬著《香港华懋委托投资败诉：VIE 中枪  创始人造反隐患凸显》，载于《经济观察报》：

http://news.chinaventure.com.cn/2/20130601/116485.shtml。 



FEATURE: VIE STRUCTURE AND RELATED LEGAL ISSUES 

 
 

 环球法律评论︱二零一三年八月 
 

>> 10 

高院认定华懋公司委托中小企业投资入股中国民生银行的行为，违反了内地金融

管理制度的强制性规定。从双方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当事人对于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明知的，双方正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采取“委托投资”的
方式，使得华懋公司的投资行为表面上合法化。双方的行为属于《民法通则》和《合

同法》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因此，双方签订的《委托书》、《补

充委托书》、《借款协议》和《补充借款协议》均应认定无效。 
 

 
2.3 仲裁机构的态度 

 
根据《商法》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上海分

会某仲裁庭于 2010 年和 2011 年期间，在两起涉及同一家网络游戏运营公司的 VIE 结

构的案件中，以该 VIE 结构违反了禁止外国投资者投资网络游戏运营业务的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以及构成了“以合法行使掩盖非法目的”为由，裁决该案涉及的 VIE 协

议无效。6 
 
但需要注意的是，仲裁裁决具有保密性，且不有约束其他案件或供其他案件参照的效

力。 
 

2.4 香港联交所的态度 
 
支付宝事件发生后，2011 年 11 月底，香港联交所对其（HKEx LISTING DECISION）

（HKEx－LD43－3）（简称“《05 上市决策》”）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上市决策表明

香港联交所对 VIE 架构原则上仍采取肯定态度，但审核将更加谨慎和严格。 
 
根据修订后的《05 上市决策》，香港联交所将在全面考虑申请人采用 VIE 架构的原因

并满足《05 上市决策》规定的条件情况下，以个案处理方式继续认可申请人采用 VIE
架构，并强调如果 VIE 架构涉及非限制业务，上市科会将其交由上市委员会处理。后

者意味着香港联交所对通过 VIE 架构上市的非限制行业企业的审查将更加审慎。7 
 

2.5 业界的态度 
 
业界一般认为，由于中国政府部门并未明确禁止 VIE 结构，也尚未见法院在 VIE 涉及

行业的案例中明确判定 VIE 结构无效，所以尚不能说 VIE 结构就一定违法或无效；但

是不能排除中国政府部门在以后会出台相关规定将 VIE 结构予以取缔的可能性。 
 
同时对于 VIE 结构的适用领域，业界一般倾向于在 TMT 行业采用 VIE 结构，而对于

一些重资产行业或者非限制外商投资行业，业界一般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 
 

                                                        
6 请参见汉坤律师事务所著《与 VIE 结构有关的近期案件的法律分析》，载于万律中国。 
7 请参见柯杰律师事务所柯杰、李欣著《VIE 结构的未来焦点》，载于《首席财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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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IE 结构与外资并购 
 

目前我国的外资并购法律框架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对于外资并购行为，我国主要从三

个方面进行监管：外资并购一般审查、外资并购反垄断审查以及外资并购安全审查。 
 

3.1 VIE 结构与外资并购一般审查 
 

目前我国的外资并购审查主要适用 10 号文，而 10 号文主要适用于外资股权并购与外

资资产并购。另外，10 号文还适用于一种关联并购情形，并对其设置了更高的审批要

求（需经商务部审批）。 
 
业界一般认为外资通过 VIE 结构并购境内企业目前不适用 10 号文及其关联并购的规

定。但是，虽然如一些重资产企业（如中国秦发）通过 VIE 结构绕开了 10 号文关于

关联并购的审批要求并实现了海外上市，但业界对于这些重资产行业能否适用 VIE 结

构更多的还是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 
 

案例 2：中国秦发通过 VIE 结构海外上市事件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中国秦发在境内和香港同时拥有两块经营性资产：中国秦发集

团和香港秦发集团。2008 年秦发启动了境外上市计划，此时，10 号文已经生效。因

而，中国秦发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将境内的“中国秦发集团”的权益转移至境外且

避免关联并购审批。中国秦发采用了协议控制模式，具体分两步完成：（1）2008 年

2 月 5 日，香港秦发集团透过秦发贸易（香港），在国内出资设立了外商独资企业“秦
发物流”；（2）2009 年 6 月 12 日，秦发物流与中国秦发集团各经营公司及其持股股

东，签订了控制协议。通过该等协议控制，虽然秦发物流没有收购中国秦发集团各

成员公司的股权，但中国秦发集团全体成员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业绩均合并入秦

发物流财务报表。 
 
2009 年 7 月，中国秦发在香港上市。根据招股书的披露，中国秦发的中国法律顾问

认为：重整本集团及重组并不涉及收购于中国成立的任何公司的股本收益或资产，

故此，概无重组步骤根据并购规定构成并购活动，本集团的上市毋需中国证监会批

准。然而，彼等并不排除中国证监会可能于法律顾问提出法律意见当日后，以诠释

或澄清并购规定或订下或以其他方式颁布的任何新规则、法规或指引，要求所有特

殊目的公司于海外上市时须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3.2 VIE 结构与外资并购反垄断审查 

 
由于《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

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构成经营者集中，所以如果外国投资者通过

协议控制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达到了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则该等并购需要提交商

务部反垄断局进行反垄断审查。 
 
另外，如果外资并购的境内企业通过协议的方式还控制着其他企业，则该等被协议控

制的企业也应该纳入反垄断审查的范围，如沃尔玛收购 1 号店反垄断审查案件。 
 

案例 3：沃尔玛收购 1 号店反垄断审查案8 
 
2012 年 8 月 13 日，商务部附限制性条件地批准沃尔玛收购纽海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纽海控股”）股权，该项收购将使沃尔玛持有纽海控股的多数股权。纽海控

股是纽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海上海”）的间接母公司，而纽

海上海又通过VIE协议实际控制着 1号店—中国 大并且发展 快的网上零售商之

                                                        
8 请参见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符迎曦、Steven R. Wright 著《商务部附条件批准沃尔玛收购案--它对沃尔玛、1 号店

以及 VIE 结构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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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时也是预期收购的 终目标。 
  
虽然对顾客来说，1 号店提供了一站式便捷的购物体验，但它从事的却是两种截然

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业务：（1）直接销售自己的商品；以及（2）作为一个电子商

务平台为第三方提供 B2C 业务。在中国电信法规项下，这后一种业务通常被视为增

值电信业务。 
  
商务部对拟定交易的批准附带了一项明确的条件，即沃尔玛只能收购 1 号店的直销

业务（而不是 1 号店的增值电信业务），不能试图通过纽海上海在没有相关的增值

电信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直接从事增值电信业务（而实际上，像纽海上海这样的外

资企业是无法获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的），亦不能通过某项 VIE 安排从事该等业

务。对沃尔玛来说，商务部的决定意味着拟定交易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就需要做重大

调整，而对 VIE 结构的禁用则意味着沃尔玛可能 终无法控制 1 号店的增值电信业

务。这是商务部首次在正式决定中明确提及对“VIE 结构”的使用。 
 

 
3.3 VIE 结构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 

 
我国对外资并购实施并购安全审查肇始于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1 年 2 月 3 日下发的《关

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11]6 号）。该通知规

定了我国对于外资并购所实施的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内容、工作机制、审查程序等。 
 
随后，2011 年 8 月 25 日，商务部颁布了《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

度的规定》（商务部公告 2011 年第 53 号）。该文第九条规定，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

内企业，应从交易的实质内容和实际影响来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属于并购安全审查的范

围；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信托、

多层次再投资、租赁、贷款、协议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 
 
由于上述规定明确了外国投资者不得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规避并购安全审查，所以如

果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内使用 VIE 结构并购境内企业，则需要接受并购

安全审查。而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军工及军工配套企业，重

点、敏感军事设施周边企业，以及关系国防安全的其他单位；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关

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

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且实际控制权可能被外国投资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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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IE 结构与公司治理 
 

4.1 创始人 
 

一般情况下，创始人和投资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也会发生创始人和投资人利益不一

致的情况。由于在 VIE 结构下，创始人通常情况下既是境外上市主体的股东，也是境

内运营实体的股东，所以在创始人与境外投资人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创始人有可能

会利用其境内运营实体股东的身份做出损害投资人利益的行为。 
 

(1) 创始人终止 VIE 协议的风险.  在创始人和投资人利益不一致的情况，创始人有可

能会终止 VIE 协议，如有关媒体所报道的阿里巴巴终止支付宝 VIE 协议事件。 
 

案例 4：阿里巴巴终止支付宝 VIE 协议事件9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马云先生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中，详细讲述了支付宝事件的

过程。 
 
(a) 2009 年 6 月，浙江阿里巴巴以 1.67 亿向 Alipay E-commerce Corp.收购支付

宝的 70%股权。 
 
(b) 在 2010 年 6 月，央行发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管理办法》，文件强调：外

资的支付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由中国人民银行

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为了符合全内资资格，同年 8 月，浙江阿里巴

巴又以 1.65 亿收购了支付宝剩下的 30%股权。 
 
(c) 由于浙江阿里巴巴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存在协议控制，所以上述两次关于

支付宝的股权转移，都处在协议控制下。但 2011 年一季度，央行发函要

求支付宝做出关于“协议控制”的书面声明。支付宝在书面声明中称，浙江

阿里巴巴作为支付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唯一实际控制权人，无境外投资

人通过持股控制支付宝。基于对形势的判断，马云决定终止协议控制，停

止合并报表。 
 

 
(2) 创始人离婚的风险.  由于在 VIE 结构下，创始人通常情况下既是境外上市主体的

股东，也是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所以在创始人离婚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出现

境外与境内的股权同时面临被分割的风险。如相关媒体所报道的土豆网创始人离

婚事件和赶集网创始人离婚事件等。 
 

案例 5：土豆网创始人离婚事件10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2010 年 11 月初，土豆网向美国证监会提交 IPO 申请。随

后，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就土豆网创始人的前妻之前提出的离婚财产分割诉讼

采取行动，冻结了土豆网创始人名下三家公司股权，其中包括境内主要运营实

体上海全土豆科技有限公司 95%的股份。 
 
土豆网原本于 2010 年就有望赴美上市，但由于创始人陷入离婚财产诉讼，上市

受阻，结果其 大的竞争对手优酷抢先登陆纽交所。待创始人解决完离婚官司

再准备上市时，市场行情已经急转而下。 
 

 
(3) 创始人不合作的风险.  根据中国《公司法》，境内运营实体如果要做出增资、减

资、股利分配等法律行为，都需要境内运营实体股东的同意，而如果创始人采取

                                                        
9 请参见赵楠报道之《马云详解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载于腾讯科技：http://tech.qq.com/a/20110614/000372.htm。 
10 请参见报道《杨蕾与土豆网王微协议离婚获700万美元补偿》，载于：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4,20110922164931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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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作的态度，那么可能会对境内运营实体的运营产生不利影响。如相关媒体所

报道的新东方 CFO 对新东方在 2012 年主动调整 VIE 结构的解释为：“中国公司

VIE 股东曾经发生过即使合同明确规定也拒绝签署的情况，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类

似情况新东方采取主动调整 VIE 模式。” 
 

案例 6：新东方调整 VIE 结构事件11 
 
新东方在美上市的主体通过 VIE 结构控制境内运营实体北京新东方，而北京新

东方此前由 11 名股东持有（俞敏洪持 53%），但近年其他 10 位股东已不在新

东方就职；支付宝事件后，新东方为加强控制，在 2012 年 1－5 月将北京新东

方其他 10 位股东持有的股权清退并全部转到俞敏洪名下，但美国上市主体股权

结构不变，新东方表示其调整的不是 VIE 结构，而是国内运营实体的股权机构，

本意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利益。 
 
但是在 2012 年 7 月 18 日，新东方收到了美国 SEC 就 VIE 结构调整的调查函。

美国做空机构浑水公司（Muddy Water Research）随后发表研究报告，指称新东

方 VIE 结构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引发了市场恐慌性抛售，新东方单日暴跌

34.32%。  
 

 
(4) 投资人与创始人控制权之争.  投资人与创始人对于公司的控制权之争也会发生

在 VIE 结构项下。但是在 VIE 结构下，由于创始人是境内运营实体的直接股东，

所以创始人可以更容易转移境内运营实体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投资人赢

得了公司的控制权，可能 后也只能得到一个空壳公司，如相关媒体所报道的双

威教育的境内资产被转移致使双威教育海外退市事件。 
 

案例 7：双威教育境内资产被转移致使双威教育海外退市事件12 
 
双威教育管理层和美国投资人的控制权之争从 2011 年底就开始。2012 年 1 月

18 日，公司宣布按照股东大会选举结果，确认 Ned Sherwood 及其推荐人入选

董事会，随后三个月公司管理层大面积更换，董事长兼 CEO 陈子昂 3 月辞职，

改由冯一意接任。 
 
美国投资人虽然赢得了双威的控制权，却“失去”了公司。2012 年 4 月 2 日，因

未能如期递交 2011 年 20F 年报，双威教育被纳斯达克停牌；2012 年 5 月 9 日，

纳斯达克交易所通知双威教育，鉴于该公司资产出现重大损失且持续未能重新

控制这些资产，同时因丢失公章而无法控制银行账户，上个财年的审计报表预

期无法如期提交，拟将其摘牌。2012 年 6 月 21 日，在考虑到涉及前高管的相

关调查以及财报无法按时递交等因素以后，双威教育放弃了继续争取上市资格

的请求。2012 年 6 月 25 日，双威教育正式退市至粉单交易市场交易，股价当

日暴跌 80.66%至 0.82 美元。 
 

    
4.2 股东会与董事会 

 
在 VIE 结构下，投资人一般会要求对公司重大事项享有投票权。而这些重大事项根据

不同的情况可能会放在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层面。 
 

(1) 股东会.  在 VIE 结构下，投资人一般会要求将需要境外上市主体的股东会审议的

事项同时照搬到境内运营实体的股东会。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境外投资文件中通

常会规定境内运营实体的重大事项需经境外上市主体的股东会审批，但是境外上

                                                        
11 请参见由Ricky整理的《新东方VIE风波的来龙去脉》，载于 i美股： http://news.imeigu.com/a/1342579674734.html。 
12  请参见由马晓倩编辑整理的《双威教育：控制权争夺引发 VIE 资产转移及退市》，载于搜狐教育：

http://learning.sohu.com/20130327/n3706105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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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体的股东并不是境内运营实体的直接股东，所以该等事项仍然需要境内运营

实体的股东会做出决议。 
 

(2) 董事会.  在 VIE 结构下，投资人一般会(i) 要求将需要境外上市主体的董事会审

议的事项同时照搬到境内运营实体的董事会，以及(ii) 要求境内运营实体董事会的

组成与境外上市主体董事会的组成保持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境外上市主体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事项在境内运营实体董事会层面一般也会通过。 
 

4.3 劳动合同 
 

在 VIE 结构下，与公司高管和主要技术人员签署劳动合同的主体主要为 WFOE 或者

境内运营实体。但在实践中，律师通常会建议公司的高管和主要技术人员与 WFOE
签署劳动合同。 

 
4.4 知识产权 

 
在 VIE 结构下，境外投资人一般会要求员工与公司签订《知识产权转让协议》以明确

该等员工的职务发明的专利权或者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应归公司所有。 
 
另外，在 VIE 结构下，公司一般会将其商标、域名放在境内运营实体，而对于技术等

其他知识产权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放在 WFOE 或者境内运营实体。 
 

4.5 商业秘密 
 

在 VIE 结构下，境外投资人一般会要求公司的主要员工与公司签订《竞业禁止和非招

揽协议》以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 
 

4.6 员工期权 
 

在 VIE 结构下，境外上市主体所施行的员工激励计划可能包括以下形式：限制性股票、

股票增值权、员工期权计划等。由于在 VIE 结构下，境外投资人一般会要求公司施行

员工期权计划，所以我们在这里仅讨论员工期权计划。 
 
(1) 外汇.  就 VIE 结构，目前在外汇方面规范境外上市主体施行员工期权计划的法规

主要有：(i) 75号文和(ii) 由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并于 2012年 2月 15日起实施的《关

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12]7 号）（以下简称“7 号文”）。 
 

75 号文与 7 号文的区别在于：75 号文规范的是境外上市主体上市前所施行的员工

期权计划，而 7 号文规范的是境外上市主体上市后所施行的员工期权计划。 
 
(2) 税务.  目前规范员工期权个人所得税的法规主要是针对于“员工接受雇主（含上

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且该股票期权指定的股票为上市公司（含

境内、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而对于境外上市主体未上市时所施行的员工期权在税务方面如何处理，2007 年 10
月 9 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具的《关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雇员非上

市公司股票期权所得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030 号）对此问题进

行了说明。但是该文已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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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IE 结构与外汇 
 

5.1 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 
 

如果在搭建 VIE 结构的过程中涉及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

的情况，则该境内居民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外汇登记。而目前规范此类登记的规定

主要有两个纲领性法规：75 号文和 10 号文。而他们主要适用于不同的返程投资主体

的返程投资活动。 
 

在 VIE 结构下，一般大都涉及境内居民自然人需要办理 75 号文外汇登记的情况。在

初次搭建 VIE 结构时需要办理 75 号文初始登记，在搭建完成后如果 VIE 结构发生规

定的变化，则还需要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如果没有办理该等初始登记

或者变更登记，则公司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法律后果。 
 

5.2 境外资金返回国内以及在国内结汇并使用相关外汇管理 
 

一般搭建 VIE 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在境外融资，然后把境外所融的资金调回境内使用。

而调回境内使用的方法一般是境外公司对 WFOE 进行增资，然后 WFOE 再将增资款

提供境内运营实体使用。这个过程一般会涉及三个方面的外汇问题：（1）用融资所得

外汇资金以外债或者增资的形式注入 WFOE；（2）WFOE 资本金结汇；以及（3）WFOE
将结汇后的资金提供给境内运营实体使用。 

 
(1) WFOE 增资.  在 VIE 结构下，对 WFOE 增资的前提条件之一即是境内居民自然

人已经完成了 75 号文外汇登记。如果未完成 75 号文外汇登记则不能对 WFOE 增

资。如世纪佳缘未完成 75 号文登记致 WFOE 不能如期出资事件。 
 

案例 8：世纪佳缘未完成 75 号文登记致使 WFOE 不能如期出资事件13 
 
2011年通过VIE结构在美国上市的婚恋网站世纪佳缘曾在其修改后的招股说明

书的风险因素（Risk Factors）一节中披露了其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的两大子公

司之一的北京觅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觅缘”）未能如期取得国

家外汇管理局审批的外汇登记证，世纪佳缘因此未能完成对北京觅缘的首次出

资。而根据中国法律，商务部签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也将失效，而北京

觅缘的营业执照将被北京当地的工商局吊销，它将不再是一个合法存在的法人

实体。原文翻译如下： 
 
“由于上述 75 号文相关登记和变更登记尚未完成，北京觅缘仍然在获取外汇登

记证的过程之中。所以佳缘香港不能在法定 晚日期前（即 2011 年 4 月 25 日

前）完成对北京觅缘的第一期出资。根据中国法律，北京觅缘的外商投资企业

设立批复将会自动失效，佳缘香港需要注销北京觅缘并返还北京觅缘的营业执

照。同时，工商局会撤销北京觅缘的营业执照。” 
 

 
(2) WFOE 资本金结汇.  实践中，在 VIE 结构下， WFOE 常见的结汇方式主要有：

(i) 通过真实交易结汇，(ii) 通过虚假交易结汇，(iii) 以归还借款或垫款为由结汇，

(iv) 分拆结汇，以及(v) 外保内贷等。但是这五种结汇方式除了“通过真实交易结

汇”和“外保内贷”外，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与问题。 
 
(3) WFOE 结汇资金的使用.  实践中，在 VIE 结构下，WFOE 会将其结汇所得资金

通过贷款的方式提供给境内运营实体的自然人股东，而后该等自然人股东通过增

资的方式将资金注入境内运营实体。但根据相关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

所得人民币资金，应当在政府审批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使用，除另有规定外，

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不得用于境内股权投资”，而 WFOE 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壳公

                                                        
13 请参见世纪佳缘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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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并不实际运营业务，其经营范围一般为技术服务或者咨询服务，所以上述操

作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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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IE 结构与税务 
 

VIE 结构属于红筹结构的一种，所以红筹结构所面临的一般税务问题 VIE 结构也可能

面临，例如境外上市主体是否会被税务机关认定为中国居民企业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

税务调整等。 
 

同时，VIE 结构还存在其自身特有的税务问题。例如由于控制协议的存在，一般情况

下，境内运营实体需要将其收入或者利润转移至 WFOE 进而转移到境外，如果税务机

关认为上述经济行为存在转移定价问题，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则税务机关可能会

对该等关联交易进行税务调整。 
 

6.1 企业所得税 
 

由于 VIE 结构主要由境外和境内两部分构成，两者之间的纽带即为 VIE 协议。对于境

内公司构成中国居民企业比较好理解，但对于境外企业是否构成中国居民企业则需要

进一步讨论。而不同的认定，对 VIE 结构的税负会有不同的影响。 
 
表 3：境外上市主体是否构成中国居民企业对税负的不同影响 

 
VIE 结构 境外上市主体被认定为 

中国居民企业 
境外上市主体被认定为 

非中国居民企业 
 

境外上市主体就其从 WFOE 处获

得的股息收入 
 

免缴中国企业所得税 
 

应缴纳中国企业所得税 

境外上市主体的非居民企业股东

就其从境外上市主体处获得的股

息收入 
 

应缴纳中国企业所得税 
 

不用缴纳中国企业所得税 

境外上市主体的非居民企业股东

就其转让境外上市主体的股份所

取得的收入 
 

应缴纳中国企业所得税 可能需要根据698号文缴纳中国

企业所得税 

境外上市主体的外国投资者的股

东通过间接转股的方式转让境外

上市主体的股份所取得的收入 
 

在一定条件下，应缴纳中国企业

所得税 
 

可能需要根据698号文缴纳中国

企业所得税 

 
6.2 营业税 
 

由于在协议控制的模式下，境内运营实体的收入或者利润并不是通过股息的方式转移

到 WFOE 进而转移到境外上市主体，而是通过 WFOE 向境内运营实体提供独家的技

术和咨询服务的方法将境内运营实体的收入或者利润转移到 WFOE 进而转移到境外

上市主体。而 WFOE 就提供该等技术和咨询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除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外，还需要缴纳相应的营业税及其附加。 
 

相比较于股权直接控制而言，协议控制模式无疑增加了公司的营业税负担。 
 

6.3 印花税 
 

同营业税一样，境内运营实体如果要将其收入或者利润转移至 WFOE，则需要与

WFOE 签订相应的商业合同，且合同双方就该等商业合同应按照合同金额缴纳一定的

印花税。 
 
相比较于股权直接控制而言，协议控制模式无疑增加了公司的印花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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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节税措施 
 

由于协议控制模式相较于直接股权控制模式增加了公司的税务负担，所以在 VIE 结构

下，许多公司采取了各种方式尽量减少该等税负负担，如(1) 把利润留在境内运营实

体，(2) 把利润留在 WFOE，以及(3) 转移定价。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和风险，需要根

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而下述案例就是一起通过关联交易节税的典型案例。 
 

案例 9：某 VIE 结构公司节税案14 
 

根据相关报道，2006 年 10 月，广州市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广州地税局”）发现

广州 XXX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境内运营实体 A 公司”）有两笔达 8.64 亿元的业务

往来未依法缴纳印花税（应缴纳所得税 26 万余元），遂于 8 月 25 日和 9 月 1 日发出

《税务处理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补缴滞纳金和行政罚金 21.5
万元，款项总计 47 万余元。 
 
《第一财经日报》在近一步调查中发现，境内运营实体 A 公司与 YYY 公司（以下

简称“境外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由于关联企业的税率差，造成所

缴纳所得税差额达 4.63 亿元。且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疑似严重偏离正常的市场价

格，境外上市公司存在随意调整各关联公司损益表“收入”和“利润”科目的嫌疑。 
 
根据境外上市公司年报，境内运营实体 A 公司、北京 XXX 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境内运营实体 B 公司”）、广州 XXX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境内运营实体 C
公司”）等三家“附属公司”（根据美国财务准则称为 VIE 公司，即“可变利益实体”，
下同）就是这个结构中持有 ICP 等牌照、并从事实际经营的境内企业，而境外上市

公司正是通过其子公司（即北京 WFOE、上海 WFOE、广州 WFOE）与三家 VIE
公司签订“独家技术协议”转移营业收入，来完成境外上市公司的收入取得。 
 
而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北京 WFOE 和 VIE 公司间的关联交易，其互相之间交易甚至

都“没有书面合同”，因而没有确定交易价格的合法依据，这种没有依据的价格并不

符合中国税法关于“独立交易”的原则。 
 
由于几家企业之间在所得税税率上存在巨大的率差，这些关联交易可能在三年内为

公司规避了 4 亿多元的所得税。年报显示，境内运营实体 A 公司、境内运营实体 B
公司、境内运营实体 C 公司和上海 WFOE 的所得税率都是 33％。 
 
除去上述四家企业，另两家全资子公司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税收优惠政策。其中，

北京 WFOE 由于注册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园区并被认定为“新兴高科技企业”，从

2000 年起两年内所得税全免，2003 年到 2005 年为 7.5％。在 2005 年的重新评定中，

被认定为“先进技术企业”，从 2006 年开始到 2008 年所得税为 10％。广州 WFOE 也

由于天河科技园区的相似政策，2003 年起两年内企业所得税全免，2005 年起所得税

率 10.5％。 
 
根据境外上市公司的年报，境外上市公司和它的全资子公司（北京 WFOE、上海

WFOE 和广州 WFOE）已经与 VIE 公司签署了一系列关于互联网内容的提供、在

线游戏以及无限增值服务的协议。根据协议，VIE 公司的大多数收益流向境外上市

公司和它的全资子公司。 
 
所以，对于境内运营实体来说，由于该项协议在实质上是将自己的收入转移到境外

上市公司，所以导致在形式上“技术成本”高昂，使得利润为负，从而无需缴纳所得

税。由此，整个公司的收入和缴纳的所得税，主要在税率相对低的北京 WFOE 等

公司实现，而不是在实际经营并获得收入的 VIE 公司。 
 

                                                        
14  请参见陈小莹著《网易关联交易架构遭遇税法拷问  内部开单成疑》，载于《第一财经日报》：

http://www.p5w.net/news/cjxw/200610/t5607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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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VIE 结构与红筹回归 
 

由于近几年境外资本市场的不景气，以及中概股遇冷所引发的“蝴蝶效应”，有一些原

本采用 VIE 结构计划在境外融资并上市的企业放弃了海外市场，转而选择回到国内上

市。 
 

7.1 VIE 结构红筹回归的步骤 
 

根据已有的案例来看，VIE 结构红筹回归的一般步骤为： 
 

(1) 境外上市主体回购海外机构投资者所持股份； 
 

(2) 终止控制协议； 
 

(3) 在境外投资人不退出的情况下，境内拟上市主体定向增发，使境内拟上市主体的

股权结构与原境外上市主体的股权结构保持一致；或者在境外投资人退出的情况

下，境内拟上市主体定向增发，引进新的投资人； 
 

(4) 注销所有未重组进上市主体的壳公司。 
 

7.2 证监会对红筹回归的审核政策 
 
总结历年保荐代表人培训资料中证监会对红筹回归并在境内上市的审核政策主要有

以下几点： 
 

(1) 首要标准就是股权清晰、股权架构透明； 
 

(2) 控制权要转移到境内，真正的外资没有强制要求；以及 
 

(3) 考虑实际税收问题，可允许企业保留部分外资比例，其他股权转回境内。 
 

7.3 VIE 结构红筹回归的要点 
 

VIE 结构红筹回归需要考虑以下几点：（1）境内拟上市主体如何确定，（2）实际控制

人是否发生变更，（3）业绩是否可以连续计算，（4）外汇是否合规，（5）税务是否合

规，（6）投资人是否退出，（7）员工期权如何处理，以及（8）壳公司的注销等。 
 
 

******************************************** 
 

 
 
王武律师是环球律师事务所北京总部的资深律师，其专业领域主要涵盖私人股权投

资、风险资本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境内外兼并和收购、企业融资以及企业境内外公

开发行股票和上市。 
 

直线：(86 10) 6584 6650 
传真：(86 10) 6584 6666/6677 
电邮：wangwu@globallawoffi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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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律师事务所（“环球”）是 1984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批准，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设立的专门从事商事领域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是中国改革开放后 早成立的律师事

务所之一，于 2001 年初改制为合伙制。 
 
环球连续多年被 Legal 500, Chambers and Partners, Asian Legal Business 和 Asia Law & 
Practice 等国际知名的法律评论杂志评选为中国 佳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环球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高效、全方位、个性化的法律服务。在资本市场、国际

融资、项目融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融资、外商直接投资、海外投资、兼并和收购、资产证券

化、不良资产处置、国际海事海商、反倾销、反垄断、基础设施建设、建筑、房地产、国际

商事仲裁和诉讼等众多领域，环球均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 
 

版权 
 

 
 

环球保留对本刊的所有权利。未经环球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方式（手

写、电子或机械的方式、包括通过复印、录音、录音笔录或信息收集系统）复制本刊任何受

版权保护的内容。 
 

免责  本刊不代表环球对有关问题的法律意见，任何仅依照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做出的作为和

不作为决定及因此造成的后果由行为人自行负责。如您需要法律意见或其他专家意见，应该

向具有相关资格的专业人士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 
 

联系我们 
 

 如您欲进一步了解本刊所涉及的内容，您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联系我们。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15 层&20 层  邮编：100025 
 
电话：(86 10) 6584 6688 
传真：(86 10) 6584 6666/6677 
电邮：global@globallawoffice.com.cn 

   
上海  上海市淮海中路 138 号上海广场 30 层  邮编：200021 

 
电话：(86 21) 6375 6722 
传真：(86 21) 6375 6723 
电邮：shanghai@globallawoffice.com.cn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1 号楼 1501-1502  邮编：518048 

 
电话：(86 755) 2380 7046 
传真：(86 755) 2380 7137 
电邮：shenzhen@globallawoffic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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