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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第 15 号行动计划：
开发用于修订双边协定的多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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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首批工作成果之一，经合组织发布了有关第 15 号行动计划的报告，题为“开发用
于修订双边协定的多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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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评论
报告明确了多边工具在法律和实践上的可行性，认为多边工具是 BEPS 项目下实施协
定成果最有效的方式。实施过程将不可避免涉及一些技术问题，例如如何确保双边税
收协定下国家的自主权，保证透明度和确定性，以及和其他多边条约义务（如欧盟协
议）的兼容性等。
多边争议解决程序（多边协商程序）若能对税务机关进行有效约束，促使其在合理的
时限内解决争议事项，则将会受到经营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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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提案
经合组织承认，根据 BEPS 项目下的协定修改建议，对现存 3,000 多个细节各异的双
边税收协定进行调整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报告对开发多边工具的优点，可行性和有关的税务及国际公法问题进行了分析，多边
工具的开发将与重新谈签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起到相同的作用。报告认为，多边工具是
一项合适、可行的方案，而且应该对该多边工具尽快进行授权实施。

Firm）的律师。上海勤理律师事务所是一家在中国境内
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德勤全球税务与法律的一
员。德勤法律是全球几大主要法律服务机构之一。

报告指出，多边工具和双边税收协定将实现并存。相比于一些其他方案（如由多边工
具取代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该方案可能带来国家主权与现行协定方面的问题；或对
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进行直接修改——该方案被认为过于繁琐），报告认为将两者并存
是更优的选择；保留现行税收协定的双边协商一致特性，具有以下主要优点：（i）确
保多边工具的高度针对性；（ii）允许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进行同步修改；以及（iii）可
对 BEPS 滥用进行迅速限制，并且允许政府在不违反现行双边税收协定的情况下实现
其国际税收政策目标。

报告指出多边工具在很多方面具有优势，包括应对如双重居民身份，透明实体（混合体）和涉及第三方国家常设机构的
“三角案例”等情况。报告建议，对常设机构定义的修改应具备一定的弹性以顾及各国的现行实践，但同时仍需确保结果的
一致性和连贯性。协定其他方面的修订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指出多边工具可以考虑对多边协商程序进行规定，从而同时解决涉及多个国家之间的涉税争议。这
将有助于解决复杂的转让定价问题；而随着交易利润分割法在涉及无形资产案例中使用几率的上升，多边协商程序对此将
凸显出更大的现实意义。此外报告还指出，多边工具有助于解决分国别报告信息共享机制以及利息扣除分配中的保密性问
题。
报告的一项重要主题在于尊重国家在税收方面的自治权，相关修改只有得到该国的同意才能对其产生约束。报告的附录部
分借鉴国际法在其他领域的成功实例，介绍了一系列可被用于多边工具开发的机制。
时间表和下一步计划
根据报告的结论，多边工具应当通过经合组织、G20 以及其他利害关系国之间的国际会议协商制定。会议的目标是实施与
协定相关的 BEPS 项目成果，同时对税收协定范本今后修改的执行提供可能的机制建议。报告认为，基于税收协定的
BEPS 行动必须在多边工具的主体部分定稿之前完成，但报告建议国际会议于 2015 年初即展开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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