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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2年 4月 26日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6
号（以下简称“16号公告”），以解决港澳税收居民到内地履行工作职责
所面临的双重征税问题。16号公告于 2012年 6月 1日起生效，适用于自
生效日起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 
 
背景 
 
随着近几年港澳地区的税收居民个人来往于内地工作的人数日益增多，国
家税务总局已关注到由于内地与港澳地区采用的收入来源判定方法的不
一致而导致的双重征税问题亦逐渐突出。为了解决此问题以及消除双重征
税问题给部分港澳税收居民带来的影响，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 16号公告。 

 
消除双重征税的措施 
 
16号公告旨在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往来内地与港、澳间跨境工作个人双重
征税的问题： 
 
• 更加优惠的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 
• 明确了更具操作性的境内外天数划分方法；以及  
• 对奖金来源划分的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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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天数划分的计算公式的应用 
 
16 号公告推出了以下两种可适用于港澳税收居民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个
人所得税计算公式， 并于 2012年 6月 1日起实行。 
 

 
公式  I： 

当月工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x (当月境内实际停留天数 / 当月公历天数) 
 
公式 II： 
 
当月工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x (当月境内实际停留天数 /当月公历天数) x 
(当期境内支付或承担的工资 /当期境内外支付或承担的工资总额) 
 
根据对16号公告的理解，对于在内地从事相关活动的港澳税收居民，在计
算个人所得税时一般应使用公式 I，而当其薪酬成本在港澳雇主与中国的
居民企业或常设机构间可以合理分配的情况下，则可以适用更为优惠的公
式II。实际操作中上述各公式的具体运用或需征询主管税务局的意见。 
 

• 天数计算 
 
16号公告对港澳税收居民明确了更具操作性的境内外天数划分方法，即天
数仅按照个人当期在内地的实际停留天数计算。 

 
• 关于奖金来源地的确认 

 
16号公告亦确定了港澳税收居民奖金来源地的确认方法。新的方法明确奖
金按照所属期间内地实际停留天数占总公历天数比例划分所得来源地。当
相关成本在港澳雇主与中国的居民企业或常设机构间可以合理分配的情
况下，相关的个人所得税负将得到进一步减轻。 
 
如下的表格总结了现行法规和 16 号公告中对于奖金来源地的确认方法： 
 

 

 
 
 
 
 
 
 
 
 
 
 
 
 
 
 
 
 
 
 
 
 

 2012 年 6 月 1 日之前 2012 年 6 月 1 日及其之后 

奖金来源地
的确认规定 

• 对于在奖金所属期间的任意
公历月份，如果个人在此月
份有在中国停留，该月相应
的奖金则属于来源于中国。 

• 在奖金所属期间按照在内地实
际的停留天数划分为来源于内
地受雇所得的奖金。 

适 用 公 式
（假定个人
一年内 50%
的时间在内
地工作且每
个公历月份
至少有一天
在 内 地 工
作） 

• 100%的奖金会被判定为来源
于内地雇佣所得，并且在内
地征税。 

• 100%的奖金在内地计征个人
所得税。 

公式  I： 

• 100%奖金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x (奖金所属期间境内实际停留
天数 / 奖金所属期间天数) 

或公式  II： 

• 100%奖金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x (奖金所属期间境内实际停留
天数 / 奖金所属期间天数) x 
(当期境内支付或承担的奖金部
分 /奖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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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奖金来源地的确认方法与港澳地区现行方法相一致，因此将有效改善
港澳居民奖金所得双重征税的问题。 
 
适用范围 
 
根据16号公告，符合下述情形的港澳税收居民才有资格适用于优惠的个人
所得税处理方法： 
 
• 在港、澳受雇；或 
• 在内地与港、澳间双重受雇。 
 
另外，港澳税收居民在每次享受相关税务优惠待遇时，应该向主管税务机
关进行备案。尽管16号公告中尚未对如何实施备案予以细化，可以预见的
是，个人或雇主在进行备案资料提交时，需要同时递交一份关于符合相关
条件适用优惠待遇的书面申明。 
 
建议 
 
鉴于16号公告的颁布，对于已有港澳税收居民雇员在内地工作的公司或拟
派遣港澳税收居民到内地工作的公司，我们建议： 
 
• 公司对现有的派遣安排进行审阅确保雇佣关系与工作安排保持一致； 
• 对满足条件的个人使用上述税收优惠； 
• 在使用税收优惠处理，并进行纳税申报的同时，应按规定进行备案。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公司审阅派遣员工雇佣安排时，为了防范和减轻相关
联的公司及个人税务风险，还应关注这些员工在内地的工作安排是否可能
引发常设机构影响以及确保员工薪酬成本分配方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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