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文件明确了非居民企业在《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
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内地－香港税收安排）下申
请享受股息预提所得税协定待遇时受益所有人认定的处理意见。文件进一
步确认了601号文及30号公告规定的“综合判定”法，即对于从中国境内
取得股息所得的非居民企业，在判定其受益所有人身份时，应结合具体案
例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 
  
虽然165号文的处理意见是经国家税务总局与香港税务主管当局研究磋商
而形成，但文件的部分内容在实践中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意义。从文件可以
看到，国家税务总局建议地方税务机关在认定股息受益所有人身份时，不
应局限于某项因素，而应具体案例具体分析，采用“综合判定”法，这将
促使地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进行沟通以及了解纳税人的具体情况。 

 
165号文的主要内容 

 
中国与其他地区签署的税收协定一般要求股息协定待遇的申请人满足受
益所有人要求。601 号文列举了在判定取得股息的非居民是否为受益所有
人时应考虑的一系列不利因素。30 号公告对此提供了进一步指引，并引入
了针对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在缔约对方地区控制的公司的“安全港”规
定。165 号文为这些规定在内地－香港税收安排下的实施运用提供了进一
步解释。文件的主要内容总结在下表中：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湖北等省市国家税务局

执行内地与香港税收安排股
息条款涉及受益所有人案例
的处理意见，税总函[2013]165
号（165 号文），国家税务总
局 2013 年 4 月 12 日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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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号
文），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0 月 27 日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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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号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6
月 29 日发布 
 

综合判定股息可否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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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不利因素”的问题 165 号文提供的指引 

因素 1 – 所得留存 
 
 申请人是否有义务在规定时间
内将所得的 60%或以上支付或
派发给第三国家或地区居民（即
非申请人所在地区或中国）？ 

在内地－香港税收安排下，如果申请
人不存在向非香港居民企业分配利
润的情况，则不对申请人受益所有人
身份的构成不利影响。 
 

因素 2 – 经营活动 
 
除持有取得股息所得的投资外，
申请人是否有其他经营活动? 
 

对于持有单一项目的公司，不能仅因
其持有一项投资而否定其受益所有
人身份。其他因素还应被考虑在内。 
 

因素 3 – 资产 
 
 申请人的资产、规模和人员配置
是否较小而与其所得不相匹
配？ 

税务机关不应将“资产”等同于申
请人的注册资本。税务机关还应考虑
申请人的其他资金来源及风险承担。 
 
税务机关在分析申请人的人员配置
与所得是否相匹配时，不应仅考虑其
人员数量及人员费用规模。税务机关
还应考虑人员的职责与工作实质。 

因素 4 – 控制权及处置权 
 
申请人对申请享受协定待遇的
所得及相关资产是否有控制权
及处置权，以及是否承担相关风
险？ 
 
 

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1. 申请人的公司章程等是否有赋予

申请人相关控制权及处置权？ 
2. 申请人是否行使过相关权利？ 
3. 相关权利行使是否由申请人自主

决定，是否有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决议证明？ 

  
仅申请人的股权由上层公司所控制
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申请人相关控
制权或处置权的存在。 

因素 5 – 当地税收 
 
申请人在其自身所在地区是否
就有关所得享受不征税或免税
待遇？ 

 香港居民申请人取得的来源于香港
以外的所得按香港税收制度不在香
港利得税征税范围内这一事实不应
对其所得受益所有人判定构成不利
影响。实际税务申报情况应被考虑在
内。 

 
165号文同时对申请人被非上市香港居民公司持有与最终香港控股公司之
间存在第三国家或地区公司的情况下30号公告中的安全港规定给予了更
加符合常理的解释。 
 
最后，165号文规定，不同地方税务机关对同类投资活动协定待遇进行审
批的，应采取一致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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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165 号文重申了对于地方税务机关在依据 601 号文及 30 号公告有关规定对
取得股息所得的非居民企业受益所有人身份进行判定时进行专业判断，而
非公式化运用文件列举的不利因素的要求。地方税务机关须采用综合判断
法，并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这意味着，受益所有人的判定将依据各申
请案例的实际情况而定，因此，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沟通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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