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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第 6 号行动计划：
防止税收协定优惠的不当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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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发布了有关 BEPS 第 6 号行动计划（防
止滥用税收协定）的讨论稿。该行动计划将协定滥用作为产生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
题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讨论稿中所列提案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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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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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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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协定范本和国内法条款进行调整以防止协定优惠的不当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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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限制条款：提案建议在协定范本中加入一项特定的反协定滥用条款，其内容以现
行的许多美国税收协定中的利益限制条款为蓝本。这一条款旨在使协定优惠仅适用于
在相关国家有足够实质存在的公司以及个人、非营利组织、养老基金、政府机构等。
该条款以缔约国税收居民的法律性质，所有权归属和日常活动性质为实施基础。相关
讨论还涉及了条款设计是否应该包含“衍生利益”的规定，以允许缔约国在决定是否授
予协定优惠时，穿透中间实体直至上层股权所有者。
“目的性”规则：在利益限制条款之外，讨论稿还建议增加一项较为宽泛的“目的性”规
则，即如果一项安排或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协定优惠，那么该协定优惠将
不能适用。
税收协定下的居民身份判定：讨论稿建议删除现行协定范本中，当某一实体同时具备
缔约国双方的居民身份时（不同的国内法可能会将一个实体同时认定为两个国家的居
民），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判断其最终居民身份，从而进行协定适用的规定。讨论
稿计划将其修改为要求两国协商确定该实体的居民身份，协商中可以参考实际管理机
构所在地，实体注册所在地和其他相关因素。
最低持股期限：对于非证券组合投资下的股息协定低税率待遇，提案建议增加最低持
股期限的要求，即股东持股必须达到最低期限（该期间必须涵盖相应股息的支付时
点），才能就相应股息享受协定待遇。经合组织正在征集公众对最低持有期限的具体
建议。
向常设机构支付款项的预提所得税：提案建议增加一项条款，用于限制向第三国常设
机构支付的款项授予免征预提所得税的待遇。具体而言，若款项接受方在居民国和第
三国（即常设机构所在地）的合并税率低于其居民国一般税率的 60%，则上述支付款
项不得豁免于所得来源国的预提所得税。

(B) 关于双重不征税情形并非税收协定意图的澄清
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的标题和序言将被修订，以明确防止逃税和避税（明确包括但不限于滥用税收协定）是税收协定的
一项设立目的；各国订立税收协定的宗旨在于消除双重征税，且同时亦不创造避税及逃税的机会。协定标题和序言的修订
将和协定的具体解读相关。
(C) 各国决定缔结税收协定前应进行的税收政策考量
提案建议税收协定范本应向缔约国提供包括与协定的订立，变更（或终止）等有关的关键政策考量点。减少跨境服务、贸
易和投资活动中的税收阻碍，避免双重征税，仍然是税收协定的一项主要目标。然而，其他因素也应纳入考量范围，这些
因素包括：国内法消除双重征税的能力，不征税风险的增加，高预提税税率可能导致的过高税负，确定性的增加，纳税人
的跨境争议解决能力和未来协定伙伴提供征税协助和情报交换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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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前提交。在最终提案预计于 2014 年 9 月
确定之前， 4 月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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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提案的问题之一在于目的性测试在实践运用中的不确定性程度，目的性测试的应用通常较难保持一致性。对于试图理
解协定优惠授予规则的企业而言，这一不确定性将会给其税务实践带来一定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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