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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总局修改税收协定财产收益
条款的条文解释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税收协定中财产收益条款有关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9 号，以下简称“59 号公告”），并随即发布
了关于 59 号公告的政策解读。59 号公告修改了之前关于如何适用税收协定财产收益
条款的解释。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9 号公告主要针对 2010 年发布的国税发[2010]75 号（以下简称“75 号文”）对中国与
新加坡签订的税收协定（以下简称“中新协定”）中第十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规定的解
释做出了补充修改。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的股份价值的百
分之五十以上直接或间接由位于中国的不动产构成，中国对该股份的转让所得有征税
权。第十三条第五款则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其在中国居民公司或其他法人资本
中的股份、参股、或其他权利取得的收益，如果该收益人在转让行为前的十二个月
内，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该公司或其他法人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资本，中国对这笔股
权转让所得有征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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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75 号文涵盖了对中新协定的具体解释。而且，凡中国对外所签协定有关条
款与中新协定条款规定内容一致的，75 号文同样适用于其他协定中相同条款的解释和
执行。因此，75 号文在解释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意
义。
59 号公告对 75 号文中如何适用财产收益条款下的税收协定待遇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补
充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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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产价值占公司股份价值 50%以上的判断标准：59 号公告对中新协定第十三
条第四款的适用做出了解释。该条款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的股份价
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直接或间接由位于中国的不动产构成，中国对该股份的转
让所得有征税权。

根据 75 号文，在协定对具体时间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在公司股份被转让前
三年内任一时间，被转让股份的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位于中国的不动产价值占
公司全部财产价值的比率在 50%以上，则认为公司股份价值 50%以上直接或间
接由位于中国的不动产所组成。59 号公告重申了上述三年时限的规定，并将其
定义为公司股份被转让之前（不含转让当月）的连续 36 个公历月份。

实务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在于，应该间隔多少时间对不动产的价值进行计量以确定股份被转让前三年内“任一时间”被转
让股份的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位于中国的不动产价值占公司全部财产价值的比率在 50%以上。如果在交易前三年内
土地或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出现频繁波动，这是否意味着需要进行多次计量以确定是否曾经达到 50%的临界点？如果
采取这一处理，那么可能意味着企业在申请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时的合规成本将大大提高。
59 号公告进一步规定，在判断不动产价值比率是否达到 50%时，公司财产和不动产均应按照当时有效的中国会计制
度有关资产（不考虑负债）处理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价，但相关不动产所含土地或土地使用权价值额不得低于按照当
时可比相邻或同类地段的市场价格计算的数额。根据现行的中国会计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土地与建筑物按历史成本
扣除累计折旧或摊销后的账面净值计量。对于土地及土地使用权会计计价低于市场价值的纳税人而言，59 号公告的
规定将置其于较为不利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59 号公告政策解读的示例，在按可比相邻或同类地段的市场价格调整土地或土地使用权价值
时，以可比市场价格作为初始购置价值，然后以该价值为基础，按照企业对该土地或土地使用权所使用的折旧/摊销
方法重新计算对应的折旧/摊销（例如，按照相同使用年限和摊销方法进行摊销），最后将调整后的初始购置价值扣
除调整后的折旧/摊销，以计算调整后的土地或土地使用权价值。
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注释虽然提及了上述 50%价值比率的标准，但并没有对如何计量不动产的价值作展开讨论。
•

直接或间接参与至少 25% 的资本: 公告的第四条规定对“新加坡居民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中国居民公司 25%的资本”这一
概念进行了解释，并替代了 75 号文中原有的对应内容。59 号公告在“直接参与资本”中加入了“通过名义参与人参与资
本”的情形；在“间接参与资本”中添加了对中间企业最低持股比例的规定，并修改了“与该新加坡居民具有显著利益关
系的关联集团内其他成员”等概念的定义。
由于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中的财产收益条款不包含关于直接或间接参与 25%资本情形下的股权转让征税权划分条
款，所以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注释中也没有与 59 号公告类似的解释。

通过名义参与人参与 - 根据 59 号公告, 如果新加坡居民通过其他名义参与人（含个人、公司和其他实体）参与中国居
民公司的资本，且该新加坡居民对于该名义参与人参与的资本享有排他性资本参与利益，并实质承担资本参与风险，
该名义参与人参与的该中国居民公司资本可以视同该新加坡居民直接参与该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
该规定的设置似乎意图针对名义人控股架构，即当新加坡居民不能直接投资中国居民公司时（大部分情况下由于中国
监管因素所致），新加坡居民通过名义参与人的方式投资并持有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

“间接参与”中对中间公司的最低持股比例 - 在计算间接参与的股份时，需要包括新加坡居民通过具有 10%以上（含
10%）直接资本关系的单层或多层公司或其他实体（含单个或多个参与链）间接参与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比如下例
A 和 B 中，如果新加坡居民公司转让其在中国居民公司中 5%的直接拥有的股份，那么在计算其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国
居民公司的资本是否达到 25%时，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及香港公司间接持有中国居民公司的股份应计算在内。而在
例 C 中，59 号公告的政策解读似乎认为新加坡居民公司通过英属维尔京及香港公司间接持有的中国居民公司的股份
不应当包括在 25%持有资本的计算之内，因为新加坡居民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香港公司的股份比例只有 8%（小于
10%）。但是，根据公告第四条第（二）款的字面含义，也不排除税务局可能作出另一种解读，即应以参与链上每一
层的直接资本关系是否达到 10%作为判断标准。例 C 中香港公司以上的每一层直接资本关系都超过了 10%，所以该
参与链应计入间接参与资本的计算。有鉴于此，我们期待国税总局能够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明确。

应当注意的是，根据 59 号公告的政策解读，间接参与股份的计算不代表转让中间控股公司的所得将适用财产收益条
款（除滥用情形外）。

与该新加坡居民具有显著利益关系的关联集团内其他成员 - 在计算新加坡居民对中国居民公司拥有的股份时，还应包
括与该新加坡居民具有显著利益关系的关联集团内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参与该中国居民公司的股份。59 号公告对“具
有显著利益关系的关联集团内其他成员”这一概念作了调整。在该新加坡居民为公司或其他实体的情况下，“与该新加
坡居民具有显著利益关系的关联集团内其他成员”包括直接或间接拥有该新加坡居民 100%资本的个人（包括与其配
偶、父母及父母以上前辈直系亲属、子女以及子女以下后辈直系亲属共同拥有的情形）、公司或其他实体。而且，在
计算这些成员对中国居民公司的间接持股比例时，同样适用于之前的“10%规则”——即这些成员通过具有 10%以上
（含 10%）直接资本关系的单层或多层公司或其他实体（含单个或多个参与链）间接参与该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需
计算在内。比如在下例中，如果新加坡居民公司转让其在中国居民公司中 5%的直接拥有的股份，那么在计算其直接
或间接参与的资本是否达到 25%时，应当包括通过英国公司和卢森堡公司间接持有中国居民公司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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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75 号文要求将转让方通过任何持股公司间接拥有中国居民公司的资本计算在内，而 59 号公告把这一范
围缩小到了通过 10%以上（含 10%）直接资本关系的单层或多层公司或其他实体间接参与的资本。然而，59 号公告
同时调整了“具有显著利益关系的关联集团内其他成员”及其资本参与的相关解释，由此仍可能导致更多主体对中国居
民公司的直接或间接资本参与需要被考虑在内。
总体而言，随着 59 号公告的发布，境外投资人在转让其在中国居民公司或其他法人资本中的股份、参股或其他权利时，应
当更加谨慎地衡量是否应就其取得的收益在中国缴纳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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