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PEA月度培训第五十八期  

美国及中国税务培训研讨会 

 

时 间：2016年 9月 21日（星期三）9：00—16：30 

地 点：毕马威办公室（北京市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 2座毕马威大楼 9层） 

语 言：普通话  

参 会 费：RMB 2000元/人（BPEA会员享有部分免费名额）  

 

 

特邀讲师：  

古军华  毕马威中国私募股权主管合伙人 

陈伟德  毕马威中国美国企业税务主管合伙人 

屠黎虹   毕马威中国美国企业税务高级经理 

张绣婧  毕马威中国美国企业税务助理经理  

 

培训主题： 美国及中国税务培训研讨会——天使、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需关

注的美国及中国税务问题 

  



培训日程： 

 

时间 内容 演讲人及职务 

09:00 – 09:30 注册报到  

09:30 – 09:40 致欢迎词 古军华先生 

毕马威中国私募股权主

管合伙人 

09:40 – 10:00 天使、创投及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及前景展望 （邀请中, 待定） 

10:00 – 11:00 美国税务专题  

  基金常见与美国投资人相关的美国税务问题 

 基金向美国投资人提供税务信息的义务 - 了解有

限合伙协议或附加文件约定的条款 

 美国投资人需要从基金取得的税务申报表格及与

海外投资有关的信息 

 基金本身的美国税申报或登记要求及是否需要做

实体类型选择的考虑 

屠黎虹女士 

毕马威中国美国企业税

务高级经理 

 与基金相关之常见美国税务重要概念及相关考虑 

 基金及其投资架构的实体类型选择 

(Check-the-box election) 

 受控外国合伙企业 (CFP) 

 被动外国投资公司 (PFIC) 

 自愿选用特定税务申报之基金 (QEF) 

 基金年度申报义务及常用税表简介 

 基金对于美国投资人之信息提供义务： 

- 包含美国投资人个别课税所得之 K-1 表格或是

模拟性 K-1 表格 

- 提供美国投资人为申报表格 8621 所需要之被动

外国投资公司(PFIC)之相关信息 

- 提供美国投资人为申报表格 5471 所需要之受控

外国公司(CFC)之相关信息 

- 提供美国投资人为申报表格 8865 所需之受控外

国合伙组织(CFP)之相关信息 

- 提供美国投资人为申报表格 8858 所需之不存在

税务个体申报(Disregarded Entity)之相关信

息 

- 提供美国投资人为申报表格 926 所需之投资相

关信息 

11:00 – 11:15 茶歇  

11:15 – 12:00  基金所遇到的常见问题 

 从基金投资错置为债务或是资本投资并因此产生

额外的税务风险 

张绣婧女士 

毕马威中国美国企业税

务助理经理  



 可能对美国投资者产生“虚幻收入”（在未有现金

分配却产生应税收入）的情形 

 美国个人投资者的税务筹划考虑 - 长期资本利得

收益与股息、利息及普通所得的比较 

 未及时采用做实体类型选择而可能产生的税务问

题 

- 被动外国投资公司的税务信息申报及其后续

影响 

- 无关业务收入或有效关联所得的确认 

- 双重税负的可能 

12:00 – 12:20  毕马威美国团队与税务服务之介绍 

 

陈伟德先生 

毕马威中国美国企业税

务主管合伙人 

12:30 – 13:30 午餐  

13:30 – 15:30 中国国税务专题  

  股权投资基金所关注的中国税收热点问题 

 私募股权基金相关中国税务当前热点问题讨论 

 人民币基金的发展及税务法规更新与前景展望 

 私募股权基金间接转让中国公司股权的税务考虑

与申报要求(698 号文及 7 号公告的影响与实践的

探讨) 

古军华先生 

毕马威中国私募股权主

管合伙人 

15:30 – 16:00 提问时间与自由交流讨论  

 

后附培训讲师简历。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Confidential

© 2016 KPMG, a Hong Kong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Confidential

© 2016 KPMG, a Hong Kong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
•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Confidential

© 2016 KPMG, a Hong Kong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KPMG Confidential

© 2016 KPMG, a Hong Kong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