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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七期 二零一八年二月

2018年2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有关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9号，以下简称“9号公告”），全面修
订完善了税收协定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条款中“受益所有人”身份判定的
相关规则。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如何理解和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
通知》（国税函【2009】601号，以下简称“601号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认定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0号，
以下简称“30号公告”）同时废止。

9号公告借鉴“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第六项行动计划（防止税收协定
待遇的不当授予）成果，对601号文和30号公告部分规定进行了修订，同时延续
了601号文和30号公告的部分规定，适用于2018年4月1日及以后发生纳税义务或
扣缴义务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事项。

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在此次发布的政策解读中，还加入了许多案例分析，以帮助
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更好地理解“受益所有人”的判定标准，提高了纳税人享
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确定性。

9号公告与601号文和30号公告相比，主要变化包括：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
有关问题的公告》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9号
发文日期：2018年2月3日
执行日期：2018年4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 协定滥用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修 改 “ 受
益 所 有 人
” 身 份 判
定 的 不 利
因素

修改原601号文第一项不利因素（一定时限内的支付义务）：
• 申请人有义务在收到所得的12个月内将所得的一定比例支付给

第三国（地区）居民，将该比例由60%降低至50%；
• 新增“有义务”包括约定义务和虽未约定义务但已形成支付事

实的情形，并在政策解读中加入详细案例解释何时可认定为已
形成支付事实。

将原601号文第二、三、四项不利因素（实质性经营活动）合并并
进行了修改：
• 明确实质性经营活动包括具有实质性的制造、经销、管理等活

动。同时在政策解读中强调，在分析实质性经营活动时，通常
需要关注申请人的资产和人员配置以及其承担的风险。

• 对于投资控股管理活动是否构成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9号公
告给出了具体的判定标准，并在政策解读中加入了详细案例解
释如何判断投资控股管理活动及其他经营活动是否构成实质性
经营活动。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7905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812166/n812612/c1086933/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812151/n812406/c108309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0/c327898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7905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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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执行若干问题的
公告》

2018年2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税收协定执行若干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1号，以下简称“11号公告”），对税收协定中“常
设机构”“海运和空运”“演艺人员和运动员”条款，以及“合伙企业适用税收
协定”等有关事项作出进一步明确，并对2010年出台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条文解释〉的通知》（国税发2010年75号）相关条款进
行了修订，自2018年4月1日起施行。

11号公告主要内容包括：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11号
发文日期：2018年2月9日
执行日期：2018年4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保留原601号文第五至七项不利因素（境外低税因素、背对背贷
款、背对背许可）。

多 层 架 构 下
的额外豁免

• 9号公告新增了当申请人取得的所得为股息时，申请人虽不
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但直接或间接持有申请人100%
股份的人（取得股息前连续12个月以内任何时候均达到规定
比例）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则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应
认为申请人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类似于BEPS利益限
制规则中的“衍生利益”测试，政策解读中包含详细案例解
释以下情形）：
o 当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的人为申请人所属居民国

（地区）居民时，对间接持有股份情形下的中间层无要
求；

o 当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的人不为申请人所属居民国
（地区）居民时，该人和间接持有股份情形下的中间层
可享受的税收协定待遇应和申请人可享受的税收协定待
遇相同或更为优惠。

扩 大 安 全 港
范围

• 30号公告规定申请人为在缔约对方上市的公司，或者其被同
样为缔约对方居民且在缔约对方上市的公司100%直接或间
接持有时，不再依据“受益所有人”判断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直接认定申请人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即对“受益所有
人”身份的认定设置了安全港。

• 9号公告在30号公告基础上，增加了当申请人或者持有申请
人100%股份的人（取得股息前连续12个月以内任何时候均
达到规定比例）是缔约对方政府或缔约对方居民个人时，也
可直接判定申请人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

明 确 适 用 一
般 反 避 税 的
情形

• 9号公告在“受益所有人”身份判定的基础上，明确申请人
虽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但若主管税务机关发现需要适
用税收协定主要目的测试条款或国内税收法律规定的一般反
避税规则的，仍可适用一般反避税相关规定。

此外，9号公告还明确了不属于“代为收取所得”的情形；应当提供证明“受益
所有人”身份的资料；申请享受协定待遇取消了事前审批，实施事前备案等其他
事项。

关于9号公告的深度解读及影响分析，请点击查看以下毕马威相关刊物：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有关问题》
（第四期，二零一八年二月）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8578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812161/n812547/c108502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85782/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2/china-tax-alert-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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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设 机 构 条
款有关问题

• 明确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中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场所构成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
民在中国的常设机构。

• 明确常设机构条款中关于劳务活动构成常设机构的表述为
“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按照“在
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183天”的表述执行。

合 伙 企 业 适
用 税 收 协 定
的问题

根据中国法律在中国设立的合伙企业：
•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其合伙人是中国所得税的

纳税人。
• 因此，如果合伙人为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民，则该合伙人属

于税收协定适用的范围，该合伙人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
得被缔约对方视为其居民取得的部分，可以享受协定待遇。

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合伙企业：
•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依照外国（地区）法律

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
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
国境内所得的合伙企业，是我国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纳
税人。

• 除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以外，只有当该合伙企业是缔约对方
居民的情况下，其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得才能享受协定
待遇；如果根据缔约对方国内法，合伙企业不是其居民，则
该合伙企业不适用税收协定。

• 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开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应能证明
其根据缔约对方国内法，因住所、居所、成立地、管理机构
所在地或其他类似标准，在缔约对方负有纳税义务。

海 运 和 空 运
条 款 有 关 问
题

• 明确以程租、期租形式出租船舶或以湿租形式出租飞机（包
括所有设备、人员及供应）取得的租赁收入也属于从事国际
运输业务取得的收入。

• 明确非附属于国际运输业务的干租、光租和集装箱等租赁业
务取得的收入不属于国际运输收入；附属于国际运输业务的
上述租赁业务收入应视同国际运输收入处理（即使海运和空
运条款中没有相关规定，也可参照执行），并明确了“附属”
业务的判断标准。

演 艺 人 员 和
运 动 员 条 款
有关问题

• 明确演艺人员和运动员条款适用的活动范围：会议发言一般
不属于演艺人员活动，但相关条款适用于电子竞技活动。

• 以案例的形式明确了演艺人员或运动员直接或间接取得所得，
以及在演出活动产生的所得由其他人收取的情况下，相关条
款的具体适用规则。

关于11号公告的深度解读及具体影响分析，请点击查看以下毕马威相关刊物：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执行若干问题的公告》（第五
期，二零一八年二月）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2/china-tax-alert-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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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信用评价有关事项的
公告》

2018年2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纳税信用评价有关事项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8号，以下简称“8号公告”），将2014年发布的《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40号，以下简称《信用管理办法》）中未纳入纳税信用评价范围的3类
企业加入纳税信用评价，自2018年4月1日起施行。

8号公告具体包括：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8号
发文日期：2018年2月1日
执行日期：2018年4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新 增 三 类 企
业 参 与 纳 税
信用评价

• 新设立企业、全年没有营业收入的企业以及适用企业所得税
核定征收办法的企业纳入纳税信用评价范围

增设M级纳税
信用级别

• 纳税信用级别由A、B、C、D四级变更为A、B、M、C、D五
级

• M级纳税信用适用未发生《信用管理办法》所列失信行为的
新设立企业和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且年度评价指
标得分70分以上的企业

明 确 纳 税 信
用M级企业适
用 的 激 励 措
施

• M级企业可在网上勾选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用再前往办
税服务厅办理增值税发票认证

【延伸阅读】国家税务总局自2014年起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建立纳税信用管理体系
相关文件。2016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纳税信用管理
有关事项的公告》（2016年第9号公告），进一步完善纳税信用管理的有关内容。
【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七期，二零一六年二月】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等40个中央部门已联合签署了《关
于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联合激励的合作备忘录》，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实施
守信联合激励。29个部门还联合签署了《关于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联合激
励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对税务机关公告发布的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41项守
信联合激励措施。【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十
一月）和（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指引》

 中英两国海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皇家税务与海关署关于加强打击商业瞒骗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关于政府补助准则有关问题的解读》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7443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15061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74438/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44/n3213637/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425/1457115/index.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jiedu/201802/t20180207_2810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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