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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作为“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即“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简称“BEPS”）工
作的一部分，经合组织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发布了有关 BEPS 第 2 号行动计划（混
合实体或工具的不对称安排）的两份讨论稿，分别针对国内法、经合组织协定范本提
出政策调整建议，以消除混合实体或工具的不对称安排影响，或明确对混合实体的税
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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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BEPS 其他行动计划的讨论稿一样，上述建议尚不能代表二十国集团及经合组织成
员国的一致意见，而旨在提供实质性的建议内容以供公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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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稿指出，政策调整的目的在于消除或解决不对称安排所引起的两种关键情形：第
一种是所支付款项在支付方获得税前扣除，款项取得方则无需将其计入应税所得的情
形；另一种是相关安排导致单笔款项支付获得双重税前扣除的情形。
对国内法的建议
讨论稿提出了政策建议应遵循的下列制定原则：
a.
b.
c.
d.
e.
f.
g.
h.
i.

旨在消除不对称情形，而无需相关国家或地区通过政策运用以表明其在不对
称安排下已损失了税收收入
全面性
可自动应用
通过法规的协调配合来避免双重征税
尽量减少对现行国内法的干扰
清晰透明
促进国家地区之间协调配合的同时，提供必要的灵活性以便将规则融入各个
国家地区的法律
对于纳税人来说具备可操作性，以及保持尽量低的税务合规成本
易于税务机关进行管理

建议主要针对三类混合实体或工具的不对称安排：
混合金融工具 （含转让金融工具产生的混合效应） – 通过某项金融工具实现的支付款
项，在支付方获得税前扣除，但收款方不需要将其计入应税所得。
混合实体支付 – 由于对作为支付方的混合实体的定性不同，导致一些支付项目在一国
获得税前扣除，但相应的收入在另一国未予认可或相同支付项目在另一国再次获得税
前扣除。

反向混合及引入第三国的不对称安排 – 由于混合实体的作用，向中间公司支付的款项在收到时不需缴税。
讨论稿建议在国内法中增加“关联条款”（“linking rules”，即与对方国家或地区政策相互关联的条款），其中包括：直接作
用于不对称安排的“首要规则”（“primary rule”）；在首要规则不适用时所采用的“次要或防御性规则”（secondary or
defensive rule”）。上述规则的制定，旨在使各国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上消除混合实体或工具不对称安排的影响，减少对对方
国家的依赖。为了防止双重征税，上述规则采用层级化的作用机制，即当对方国家或地区已存在解决不对称安排的规则
时，另一方国家的对应规则不再适用。每一条关联条款都有独立的信息提交要求。税务机关或者纳税人获取足够的相关信
息以判断针对不对称安排的规则是否适用于特定架构的能力取决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例如交易对方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等。
在考虑上述条款的适用范围时，讨论稿提出了两种可能方案。在第一种方案下，先确定目前最为关注的交易类型（例如关
联方持有的混合金融工具等），再明确将其纳入适用范围；而在第二种方案下，先设定较广的适用范围，再将例外情形
（例如被非特定投资者广泛持有的混合金融工具等）剔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讨论稿对国内法的进一步修改建议还包括：针对混合金融工具，可考虑对于在另一国已获得扣除的款项，限制其在本国享
受股息免税待遇，或在某些安排下按比例计算预提税抵免限额；针对反向混合及引入第三国的不对称安排，中间公司所在
地可考虑提出有关的涉税申报和信息提交要求。
银行和保险业
讨论稿明确指出，有关规则仅针对混合实体或工具的税务分析，并仅以解决税务处理问题为宗旨。基于其它目的（如监管
或会计目的）而可能产生的混合效应不会影响讨论稿在税务方面的分析内容。例如银行或者保险企业举借的第三方债务可
能从监管角度被视为资本，但是在税务层面却被视为债务；根据上述讨论，此种情形不应受到 BEPS 针对混合实体或工具
的不对称安排的政策建议影响。
然而，对于集团内部融资安排的情形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单一公司层面被视为权益资本性质的证券，仍可能会适用于上述
有关政策建议。
协定事项
讨论稿审视了在免税法及抵免法下对于消除股息双重征税的有关方案。讨论稿同时建议在协定范本条款中新增有关混合实
体的规定，即如果一个实体在任一缔约国税法下被视为“财务透明实体”（“fiscally transparent entity”），则该实体将被视同
为所得取得国的居民以适用协定，但仅以该国的国内法将该实体视为取得相关所得的居民（并由此对该实体征税）为前
提。有关建议参考了 BEPS 第 6 号行动计划（防止在不当情形下授予税收协定优惠）的部分内容。
时间表和下一步计划
经合组织要求相关意见在 2014 年 5 月 2 日之前提交，公众讨论会议则将于 5 月 15 日在巴黎举行，最终决议预计将在 9 月
20 和 21 日的二十国集团会议时形成。
德勤评论
对于混合实体或工具的不对称安排，哪一方国家的利益因此受损一直是其中较难回答的问题之一。经合组织强调了打击混
合实体或工具不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但回避了对该问题的讨论。
预计上述有关政策建议将会对不少涉及混合元素的一系列跨国融资安排产生影响。
鉴于上述政策建议主要涉及国内法的调整，可以预见在 2014 年 9 月最终提案通过之后，一些国家将紧接着启动相关的立
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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