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
期数 P181/2013 – 2013 年 5 月 17 日

税务评论
中国税务
作者：
上海
叶红
电话：+86 21 6141 1171

国税总局对派遣安排的常设机构
问题作出解释

电子邮件：hoyeqinli@qinlichinalawyers.com1

陈奇炜
电话：+86 21 6141 1242
电子邮件：qwchen@deloitte.com.cn
倪敏
电话：+86 21 6141 1458
电子邮件：mni@deloitte.com.cn
俞萌
电话：+86 21 6141 1277
电子邮件：iryu@deloitte.com.cn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国际税收服务
全国及华东区领导人
上海
王鲲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035
电子邮件：vicwang@deloitte.com.cn
华北区
北京
吴嘉源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01
电子邮件：kevng@deloitte.com.cn
华南区
香港
林嘉雪
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6536
电子邮件：shalam@deloitte.com.hk

1

简介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3 年 4 月 19 日下发了 2013 年第 19 号公告，对非居民企业派遣
人员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是否构成在华机构、场所或常设机构的有关问题作出解释。
国家税务总局随后于 5 月 6 日公布了对 19 号公告的政策解读。在国税发[2010]75 号
文件（以下简称“75 号文”）就跨境人员派遣安排是否构成协定下常设机构的政策指引
的基础上，19 号公告进一步阐述了派遣安排下机构场所或常设机构的判定规则。19
号公告的相关规定将于 201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19 号公告对于派遣安排相关的常设机构风险判断进行了有益的澄清。公告明确从两个
角度进行考察（参见下文的“两步审查标准”），以判定被派遣人员在经济意义上究竟
受雇于作为派遣方的非居民企业，还是作为接收方的中国境内企业（若受雇于非居民
企业，则可能在境内形成常设机构）。公告同时要求中国税务机关对相关的文件资料
以及派遣安排的经济实质进行有效的审核，并就有关资料做了列举。这些指引对于企
业的税务风险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A．两步审查标准
尽管在公告中没有明确提及（但在后续发布的政策解读中有相关描述），国家税务总
局认为如果非居民企业在派遣安排中满足以下基本判定因素和任一参考因素（参考因
素共计五项），就可以判定非居民企业在境内构成国内法下的机构、场所：

基本判定因素：作为派遣方的非居民企业对被派遣人员工作结果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
和风险，通常考核评估被派遣人员的工作业绩。
五项参考因素：
1) 作为接收方的中国境内企业向派遣方的非居民企业支付管理费或服务费性质的款
项；
2) 由中国境内企业支付给非居民企业的款项金额超出后者支付的被派遣员工薪酬、
社会保险费以及其他费用的金额；
3) 非居民企业保留了部分由中国境内企业支付的款项；
4) 非居民企业负担的被派遣人员薪酬并未全额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5) 非居民企业确定被派遣员工的数量、任职资格、薪酬标准和境内工作地点。
公告进一步规定，在税收协定下，如果非居民企业从事营业的机构、场所具有相对的
固定性和持久性，则会构成协定下的常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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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文件资料与经济实质审核
为确定非居民企业是否因机构、场所或常设机构的形成而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
务，19 号公告要求税务机关重点审核下列与派遣行为有关的资料，并对派遣安排的经
济实质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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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方非居民企业、接收方中国境内企业和被派遣人员之间的合同协议；
非居民企业或中国境内企业制定的有关被派遣人员的管理规定，例如工作职责、
风险承担、工作考核等；
中国境内企业向非居民企业支付款项的有关信息、相关账务处理和被派遣人员个
人所得税的申报缴纳资料；
与被派遣人员有关的隐蔽性支付信息（例如抵消交易、债务免除、关联交易等）

C．行使股东权利相关行为
19 号公告规定，如果被派遣人员在中国境内活动仅是为了非居民企业行使其作为中国
境内企业股东的权利，则这类行为不应产生机构、场所或常设机构的问题。这些行为
包括为非居民企业提供对中国境内企业投资的有关建议、代表非居民企业参加境内企
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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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观察
在判定被派遣人员的活动是否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判定被派遣人
员的真实雇主。在这方面，19 号公告在作出这一判定时仍沿用了实质重于形式的方
法，并籍此提出了两步走的审查标准。这些基本的思路和方法可视作 75 号文原则的
延伸，并与 2010 年版经合组织协定范本中的相关规则大体一致。其中，基本判定因
素着重于考察被派遣个人与作为派遣方的非居民企业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否仍存
在实质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五项参考因素则在更大程度上关注于派遣方和接收方之间
的财务安排，以判定作为派遣方的非居民企业是否因为这类安排而取得收益。
19 号公告的规定对一些典型的派遣安排下常设机构风险的判定将有所帮助。国家税务
总局的观点或许会不利于某些派遣人员薪酬收付安排的实施。目前，许多非居民企业
会先行向被派遣员工支付薪酬及其相关款项，再通过服务费安排（或其他交易安排）
由接收方的中国境内关联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进行全额偿付，而偿付金额亦有可能在非
居民企业先行支付的金额基础上有所加成。此种收付安排的设置通常出于多种商业或
其他规制方面的考虑（例如外汇管制的因素等）。然而根据 19 号公告的规定，除非
税务机关对被派遣人员与非居民企业之间的非雇佣关系毫无异议（即基本判定因素明
显不满足），否则上述安排似乎会由于第一项参考因素的存在而产生常设机构的风
险。此外，结合前三项参考因素来看，集团公司通过集团内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在全
球范围内为集团成员企业从事人员的聘用和派遣，并向接收方收取小额人员派遣服务
费的模式或许也会被认定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
另一方面，第二和第三项参考因素其实也可被视为重申了总局在 75 号文中所提出的
观点。即从中国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看，如果非居民企业仅代付被派遣人员的工资，
不从中获取收益，那么不应据此认定形成机构、场所或常设机构。在判断派遣安排是
否构成常设机构时，这种安排本身不应该被看作是对非居民企业的一项不利因素。
最后，如上文所述，19 号文要求税务机关对相关资料和业务实质进行严格的审查，以
判定非居民企业的纳税义务。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争议的可能性，企业应该考
虑审慎起草所有劳务派遣相关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公司间协议、派遣管理政策及说
明、员工派遣信以及有关的费用收付具体安排。此外，企业应同时确保文件中的有关
条款被严格执行，派遣安排的实质内容（例如个人和公司的有关行为）与支持文件中
的描述保持一致。
中短期人员派遣
在 75 号文的基础上，19 号公告明确地将非居民企业所派遣员工的中国个人所得税的
处理与常设机构的判定联系起来。
19 号公告将“非居民企业负担的被派遣人员的工资、薪金未全额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
税”作为判定是否构成常设机构的要素之一。 这似乎意味着，在不被认定为形成常设
机构的派遣安排下，由非居民企业派遣到中国境内企业的个人，应该作为其在境内企
业工作的雇员来申报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如果非居民企业继续负担该派遣员工的薪
酬，并且这部分薪酬并未在中国全额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派遣方可能被视为该雇员

在中国派遣期间的经济意义雇主，由此导致潜在的常设机构风险。在实践中，一些非居民企业会派遣人员来华从事中短
期的活动，在派遣期间这些人员的薪酬仍由非居民企业负担。在这种情形下，被派遣人员往往会依据在华逗留期限较短
等原因主张免于缴纳中国个人所得税。19 号公告出台之后，这类派遣安排显然存在常设机构风险，可能面临较严格的审
查。
双重雇佣安排
19 号公告出台后，双重雇佣安排同样是需要引起企业关注的领域。典型的双重雇佣安排下，被派遣的人员同时为非居民
企业和中国境内企业工作，并接收来自两家企业的薪酬。在实际操作上，企业和个人通常很难向税务机关证明雇员向中
国境内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提供的服务，以及由此产生的需由两家企业分别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因此
在这些情况下，对派遣和雇佣安排及其相关文件进行深入的复核以因应常设机构风险的发生显得极为必要。
结论与建议
19 号公告对国际派遣安排下的常设机构风险判定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同时亦表明了国家税务总局对这一领域征管态势的日
益强化。非居民企业派遣人员来华向其境内子公司或者关联企业提供较长时期的服务，且相关人员仍受雇于非居民企业的
做法将为企业带来中国境内的常设机构风险。纳税人可以预见税务机关将对此进行严格的审查。经常向在华子公司或者关
联企业派遣人员的企业应当审核其现行的派遣安排和相关政策，以确保派遣安排的形式和内容符合 19 号公告、75 号文以
及经合组织协定范本中的相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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