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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作为经合组织“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工作（即“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简称
“BEPS”）的一部分，经合组织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发布了有关 BEPS 第 1 号行动计
划（“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的讨论稿，其中包含了针对性的行动提案。BEPS 第 1
号行动计划指出，数字经济带来的商业变化是税基侵蚀的主要威胁之一。
该份讨论稿并不代表经合组织财政事务委员会或其下属机构的一致意见，而旨在向利
益相关者提供实质性建议以供其讨论。
提案
第 1 号行动计划要求经合组织：
“识别数字经济给现有国际税收规则的适用所带来的主要困难；采取整体方法，兼顾直
接和间接税收，制定详细的方案解决这些问题。有待审查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一国
企业在另一国具备‘重大的数字化存在’（‘significant digital presence’）但在现有国际
税法规则下因缺乏联系而无须在该另一国纳税；通过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所产生的
可交易的地域相关性数据之价值归属；新型商业模式下的收益性质界定；相关所得来
源地规则的适用；以及如何确保对跨境数字产品和服务有效征收增值税或商品服务
税”。
讨论稿主要分为以下四个议题：
•

数字经济的背景

•

数字经济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创造的机会

•

与数字经济有关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集中在其他行
动计划对此类问题的影响）

•

讨论数字经济带来的更广泛税务挑战的潜在解决方案

讨论稿提议的解决方案：
1.

修改常设机构定义

2.

对数字交易课征预提所得税

3.

消费税（增值税）方案

修改常设机构定义
a) 对准备性和辅助性活动例外规定的调整
准备性和辅助性活动豁免于常设机构认定的例外规定将被调整或删除。在这一方案下，对于一些“特定业务”，当下
列构成业务的核心功能时，准备性和辅助性活动的例外规定将被删除：
• 专为储存、陈列或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 专为储存、陈列或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商品的库存；
• 专为由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商品的库存；
• 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或搜集信息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正如讨论稿没有对“数字经济”进行定义一样，该讨论稿也没有对上述“特定业务”作出界定，但涵盖了一些十分典型的
商业模式。
讨论稿还谈到了其他多种应对方案，包括在整体上将准备性和辅助性活动的例外规定完全删除的做法。
b) 调整常设机构定义以涵盖“重大数字化存在”
在此方案下，如果企业从事特定的“完全虚拟的数字活动”，并且在另一国家经济体中设有“重大的数字化存在”，那么
可以认定该企业在另一国构成常设机构。
c) 虚拟常设机构
讨论稿重新提到了一些之前已被讨论过的常设机构替代性标准，包括“虚拟固定营业场所的常设机构”，“虚拟代理人
常设机构”和“现场营业型常设机构”等。
对数字交易课征预提所得税
此方案提议针对一国居民向外国电子商务供应商就数字商品或服务所支付的特定款项征收预提所得税。
消费税（增值税）方案
有关对数字交易适用的增值税，讨论稿提出了两项方案。首先是减少或取消进口低值商品的一般性税额豁免待遇。另一项
则要求非居民供应商在消费者所在地进行登记并缴纳增值税。方案将带来不小的税收合规负担。
时间表和下一步计划
鉴于 BEPS 项目的时间表极其紧迫，经合组织要求相关意见在 2014 年 4 月 7 日前提交。在最终提案预计于 2014 年 9 月
确定之前， 4 月 23 日已在巴黎举行了公众意见讨论会。由于个别协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因此最终提案的采纳需等待多
边协议（第 15 号行动计划 – 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2 月）完成后进行。
德勤评论
应对快速变化的数字经济给世界各地的税务机关带来的巨大挑战，这或许将成为经合组织面对的最困难的议题。经合组织
明确指出“在持续进行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工作下，人为地将利润转移到享有更优惠税率或完全不征税地区的架构将不再
有效”。尽管没有新的数字税收的提案，但讨论稿似乎暗示，如果多边解决方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可考虑采取单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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