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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内地与香港

税收安排股息条款涉及受益所有人

案例的处理意见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3年 4月 12日发布了税总函 [2013]165号文件(以下简称“165号
文”)，就一些省市国家税务局上报的执行《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税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中股息条款下部分香港公司是否具备受益所有人身份
的问题给出指导意见。虽然 165号文仅向特定省市国家税务局发布，但我们预期各地
税务机关在执行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税收协定类似条款时也可能会遵循其中的
有关指引。 
 
在 2009年及 2012年发布的两项有关税收协定缔约方居民就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
费申请协定待遇时，如何认定其“受益所有人”身份的文件（国税函[2009]601号、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30号，以下分别简称为“601号文”和“30号公告”）的基础上，
经与相关税务机关研究及香港税务主管当局磋商，国家税务总局在 165号文中对上述
文件的一些具体条款运用作了进一步解读。 
 
601号文的解读 
 
只有当具备受益所有人身份时，非居民才能适用和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下对股息、利息
和特许权使用费的优惠预提所得税率。601号文对“受益所有人”做出了定义，并列举了
一些不利于对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认定的因素。165号文对执行股息条款时如何理
解这些不利因素提供了以下指导意见：  
 

1) 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申请人有义务在规定时间（比如在收到所得的 12个
月）内将所得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比如 60%以上）支付或派发给第三国（地区）
居民。 

 
165号文着重于就“…有义务…支付或派发给第三国（地区）居民…”及申请人与
其直接控股公司间关系的考察。根据 165号文，如果申请人不存在向非香港居民
企业分配利润的情况，则不构成该项所指的不利因素。如果申请人存在向非香港
居民企业分配利润的情况，则申请人应当提供反映其与控股公司间权利义务（包
括合同约定产生的权利义务）的相关资料。受理机关据此分析申请人是否存在
601号文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的不利情形。 

 
根据 165号文，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收到股息的香港企业仅向另
一家香港企业派发股息（比如前一家香港公司的母公司也是香港企业的情形），
则在判定该香港企业是否具备受益所有人身份时，不构成本项所指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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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  除持有所得据以产生的财产或权利外，申请人没有或几乎没有其他经营活动。 
 

165号文明确了不能仅以此一项不利因素，否定协定待遇申请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165号文进一步明确“持有所得据
以产生的财产或权利”的投资类活动应属于经营活动。构成本项所列不利因素的“没有或几乎没有其他经营活动”，是指
申请人仅持有产生该股息的股权投资，而无其他投资项目或经营活动的情形。  
 

3) 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 在申请人是公司等实体的情况下，申请人的资产、规模和人员配置较小（或少），与所得
数额难以匹配。 

 
165号文要求税务机关不应当仅根据文件形式列举的单个因素（如人员数量及人员费用的支付与否）作出判断，亦不
应将“资产”等同于注册资本；具体判断应当综合分析相关因素后做出，这些相关因素主要包括：  
 
• 申请人的资金来源，投资风险承担等情况 
• 申请人的人员的职责与工作实质 

 
4) 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 对于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财产或权利，申请人没有或几乎没有控制权或处置权，也不承
担或很少承担风险。 

 
165号文着重对“没有或几乎没有控制权或处置权，也不承担或很少承担风险”做出了解释。根据 165号文，税务局不
能仅因申请人的股权受控于上一级公司而否定申请人对所得的控制权或处置权。 

 
判断申请人对于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财产或权利是否有控制权或处置权时，税务局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 相关法律文件是否有授予申请人相关控制权或处置权的规定 
• 申请人是否发生过相关控制或处置的行为 
• 已发生的相关处置行为是否出自申请人自主做出的决定 

 
5) 第二条第一款第（五）项： 缔约对方国家（地区）对有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税但实际税率极低。 
 
香港对境外所得不征税的来源地征税原则不应作为不利于受益所有人身份判定的关键因素。 

 
30号公告的解读 
 
30号公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的认定标准，并引入了上市公司安全港的规则，从而简化了当股息接
收方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集团成员时受益所有人的判定。165号文对 30号公告中“上市公司安全港”规则
的运用和解释进行了补充。 30号公告第三条规定： 
 
“申请享受协定待遇的缔约对方居民（申请人）从中国取得的所得为股息的，如果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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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拥有（不含通过不属于中国居民或缔约对方居民的
第三方国家或地区居民企业间接持有股份的情形），……可直接认定申请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 
 

165号文明确，对于下列情形的申请人，虽然其不满足适用上述安全港规则的条件，但该条款不应理解成对这类申请人的
受益所有人身份的否定： 
 

• 申请人被非上市的香港居民公司 100%直接或间接拥有 
• 申请人与最终控股的香港公司之间存在海外注册的公司 

 
其他 
 
165号文同时规定，如果同一纳税人从不同地方取得股息收入，各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处理结果应当一致。 
 
当申请人的经营情况发生实质改变时，申请人可以提出按改变后的情况重新对受益所有人身份进行判定。 
 
评论 
 
165号文就相关纳税人在申请税收协定待遇中遇到的部分事项提供了指导意见，这一点无疑值得欢迎。尤其在要求税务机
关综合所有相关因素作出受益所有人身份判断，且不能仅以一项不利因素而否定受益所有人身份，以及各地税务机关对同
一纳税人的处理结果应当保持一致等方面的规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这份文件亦可视为国家税务总局旨在提高税务处理确定性和实践一致性方面的一项举措，我们预期国家税务总局将在这一
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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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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