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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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4 年 9 月 20-21 日正式召开 G20 财长会议之前，经合组织于 9 月 16 日公布了
包含 7 份报告在内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第一批成果。经合组织将
在 2015 年继续完成 BEPS 15 个行动计划中剩余部分的相关工作。显而易见的是，
G20 集团和经合组织旨在通过 BEPS 项目下的各行动计划，形成针对各国国内税法、
税收协定范本及转让定价指南中税法原则的调整建议，以构建更为全面和紧密结合的
国际税收框架。在首批 7 份报告中所提及的建议方案虽经各方同意，但并非最终结
果，其仍可能受到 2015 年后续工作或决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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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评论
第 6 号行动计划报告包含了若干值得欢迎的政策建议，例如在利益限制规则
（Limitation-on-benefits rules，即 LOB 规则）中暂时加入“衍生优惠”（Derivative
benefits）条款，以及允许有权机关在没有协定滥用迹象时可不受限于有关条款而授
予协定待遇。但经营者在判断有关规则的适用情况时仍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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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提案
防止滥用：报告建议税收协定应至少包括以下任一规则：
i.

主要目的测试规则（Principal purposes test，即 PPT 规则）

ii.

LOB 规则，并辅以其它机制（如限制性的 PPT 规则以针对导管安排）

iii.

同时包含 LOB 和 PPT 的组合规则

报告提议增加特定的反避税条款，同时对经合组织协定范本的标题、序言及注释作出
修改建议，以明确防止偷漏税和避税系税收协定的目标之一，偷漏税和避税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择协避税”（Treaty shopping）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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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 规则：参考大部分美国协定中所包含的 LOB 条款，报告提议增加类似的特定反
滥用规则。根据企业的法律性质、所有权关系及其所从事的活动，该项规则意图使协
定待遇仅授予在相关国家具备充分实质性存在的企业。报告包括一些新的提议，例如
针对集合投资工具（Collective Investment Vehicles，即 CIVs）的选择性条款，允许
有权机关自主决定授予协定待遇的规定，考虑跨地域组织（如欧盟）对条款起草的影
响等。报告还对相应的范本注释提出了修改建议，如对 LOB 规则下“积极营业活动”
（Active Business）的讨论表明，仅承担总部职责的公司恐难以符合“积极营业活动”
的标准。

LOB 规则 – 衍生优惠条款：报告提议增加的 LOB 规则中包括一项临时性的衍生优惠条款，允许协定国“穿透”公司，将协定
待遇授予公司的股东。协定谈签国在缔结税收协定时可以选择将这一条款的适用范围限制于股息所得。这一条款的引入系
基于由此带来的问题可通过 BEPS 项目的其他行动计划得以解决的假设，因此该条款在 2015 年仍将被重新审视。
PPT 规则：根据该项规则，如果安排或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取得协定待遇，则该协定待遇不得授予。
协定居民身份的判定：在判断协定居民身份时，现行“加比规则”（Tie-breaker clause）中根据实际管理地来判定公司居民
身份的条款将会删除，而改由缔约双方尽力协商确定。但如果有关国家认为现行规则未被滥用的，仍可继续使用现行规
则。
有关股息协定待遇的最低持股期限要求：对于非证券投资取得股息适用较低预提税率的协定待遇，报告建议将其限定于持
有股份期间达到 365 天的情形，且该持股期间需包括股息支付时点。报告还指出“在计算期间时，不考虑持股企业或支付股
息企业因重组（例如合并或分立）导致的所有权变更”。这一规则应如何理解并具体适用目前仍不甚清晰。
向常设机构支付款项的预提所得税：对于向低税率第三国的常设机构所支付的款项，如果该常设机构的利润在居民国免于
征收所得税，那么来源国将对该款项在预提所得税方面的减免待遇加以限制。
时间表
在通过多边协议实施有关建议之前，2015 年将继续展开相关工作，这些工作尤其将涉及集合投资工具和非集合投资工具基
金的处理，以及最低标准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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