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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第 2 项行动计划：
混合实体或工具的错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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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报告中所提及的解决方案虽经各方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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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勤评论
第 2 项行动计划报告所提出的建议旨在回应先前在征求意见阶段中所提出的若干问
题。这些建议措施实施后，无疑会对当前被广泛使用的涉及混合实体或工具的融资安
排产生影响。经合组织将在 2015 年 9 月前拟定相关的执行指南以帮助各国实施新的
规则。
报告将反错配规则的适用范围集中于筹划安排（structured arrangements）和关联方/
控制集团的做法，将有助于在控制税收遵从成本和消除错配安排下税收利益这两项目
标之间取得平衡。涉及关联方认定的所有权比例从之前草稿中的 10%上升到了
25%，这一调整考虑到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判断某项安排是否构成混合错配时的信
息收集难度。
针对报告中尚待明确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尽快出台相关的解释，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和
单边措施的发生机率，以避免双重课税。银行和保险业尤其对此抱有担忧，认为报告
中提及的建议可能会对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一点对这些领域而言将显得十
分重要。
报告提及的建议将被用于修订各国的国内税法和税收协定。由于报告中还有若干事项
没有得到解决，相应的执行指南也仍未颁布，因此预计各国在执行指南于 2015 年 9
月正式颁布之前即开始执行报告建议措施的可能性似乎并不高。各国是否能够就相关
措施或条款的生效日期达成一致值得关注。报告所建议的规则能否得到各国广泛、及
时、一致的实施是有效解决混合错配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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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德勤全球税务与法律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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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提案
报告提及的建议旨在消除或解决以下错配安排：
一方扣除，一方不计收入（Deduction / No Inclusion，简称 D/NI）的情形
•

混合金融工具——通过该金融工具（含回购等混合转让安排）形成的支付项目
在付款方获得扣除，但根据收款方所在地的税法规定，该项目不计入收款方的
应税所得。

•

不认可（disregarded）的混合支付——付款方具备混合实体的特征（例如在付款方和收款方所在地各自具有不同的
纳税实体身份），从而导致支付项目在付款方获得扣除，但在收款方的税法体系下被忽略不计。

•

反向混合（reverse hybrids）——由于混合错配效果导致支付给中间公司的项目在对方取得收入时不计入应税所得。

双重扣除（Double Deduction，简称 DD）的情形
•

可扣除的混合支付——付款方具备混合实体的特征，从而导致支付项目在付款方和母公司所在地均获得扣除。

•

双重居民身份导致的双重扣除——具有双重税务居民身份的付款人所支付的项目，可能在付款方所在地和其他国家或
地区均获得扣除。

间接性的 D/NI 情形
•

引入错配安排——通过普通金融工具，将涉及两个国家的混合错配安排转移或引入至第三国。

建议
针对以上每种安排，报告提出了特定的反错配规则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涉及对各国国内税法的修改，其中包括两个层级：
首要规则——通常为产生错配效应时对支付项目作不予扣除处理；次要或防御规则——当首要规则不适用时，则适用次要
或防御规则，通常要求另一国将支付项目作计入应税所得处理。上述建议意图使各国在不依赖对方国家的基础上，较为独
立地解决混合工具或实体产生的错配问题。为避免双重征税，报告建议各国的反错配规则运行需加以协调，即当一国已经
采取措施消除了错配影响的话，则另一国无须再实施等效措施。
为了更好地协调国内和跨境税收，报告还进一步建议各国对国内税法实施下列修改，包括：限制对于可扣除支付项目的股
息免税待遇、限制对于源泉扣缴所得税的税收抵免、改进受控外国公司规则以及其他海外投资制度、限制集团内反向混合
实体（reverse hybrids）成员的税收透明体认定，以及改进信息申报要求等。
适用范围
每一项反错配规则建议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以期在规则的综合性、针对性、可管理性等诸多目标之间取得平衡。这些规
则建议基本上适用于筹划安排和关联方/控制集团成员之间的交易。考虑到从少数利益方获取信息较为困难，报告将关联方
的一般定义从草稿中的 10%投资比例调高至 25%。适用反错配规则的控制集团概念则包括了会计角度上纳入合并范围的主
体。
就引入错配安排的情形，下一步工作仍将继续；在受控外国公司机制下的应税所得是否应被视作计入普通所得同样有待澄
清。经合组织声明各国在此期间可各自作出政策选择。
银行和保险业——监管资本
有关规则是否适用于集团内部形成的混合性监管资本是银行和保险业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提出的一项重要意见。围绕这一领
域是否需要适用特殊性处理将展开更深入的论证工作。
税收协定事项
报告建议在税收协定范本中新增一项条款，即如果根据任一缔约国税法，收款方被视作税收透明体，则该收款方将被视同
为收款方所在国税务居民以适用协定，但该处理仅适用于收款方所在国在该国国内法下将收款方视为取得相应所得的居民
并对此征税的情形。同时，BEPS 第 6 项行动计划“防止税收协定的不当授予”中也提及了双重税务居民的一些相关问题。
时间表和下一步计划
经合组织预计在 2015 年 9 月之前颁布具体执行指南，以帮助各国实行相关的建议措施。执行指南将解释相关规则建议应
如何在实务中进行应用（包括公布实务案例）。若各国的实施时间不一致，执行指南还会考虑制定过渡期规则。除此以
外，针对若干未解决的事项（包括股票借贷和回购等若干资本市场交易、引入混合错配、受控外国公司的事项等），有关
的工作将继续推进以促成各方达成一致，并出台配套的规则建议。相关利益方的意见征求工作也将会继续。
另一方面，有关各方需要结合考虑针对第 3 项行动计划“加强受控外国公司规定”和第 4 项行动计划“限制通过利息扣除以及
其他金融支付侵蚀税基”建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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