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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内地签订税收安排新议定书
香港与内地于 2015 年 4 月 1 日签订新议定书，修订 2006 年签署的《内地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这
是第四份议定书，之前第二份和第三份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0 年签订。新议定书涵盖
了以下几个方面：(1)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收益 (2)飞机和船舶特许权使用费 (3)反避税
(4)信息交换。该议定书将在双方履行相应的批准程序并互相通知后生效。
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收益
根据新议定书，香港居民和香港投资基金转让内地上市公司股票，如在同一证券交易
所买入和卖出，则豁免征收内地税。香港投资基金需满足以下条件：




投资基金依据香港法律设立，获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
港证监会")认可并接受其监管；
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并按照香港证监会的规定对投资基
金实施管理；
85%以上的资金通过香港市场募集。例如基金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基金
通过香港金融机构销售或配售，基金在香港直接向投资者销售或配售等等。

我们的分析
根据现行《安排》，如果香港居民在转让前 12 个月内直接或间接持有内地企业的股
份，而该项股份少于 25%的股权，其股份转让收益（不动产企业1除外）免征内地
税。另一方面，从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从沪港通股票交易中获得的收益暂免征收
内地税，该规定并未排除从不动产企业股票交易中获得的收益。不仅如此，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买卖中国境内权益性投资资
产的收益也暂免征收内地税。
由于现行的税收豁免机制已经涵盖了大部分情况，新议定书只是把税收豁免扩展到某
些特定情况。新议定书带来的额外优惠相信是香港居民和香港投资基金转让内地企业
在香港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即使是不动产企业股票和/或该项股份不少于
25%的股权，所获得的收益将免于缴纳内地税。
例如一家香港公司持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某内地企业的股份，该股份占不少于
25%的股权。在现行机制下，香港公司转让该股份的收益应缴纳内地税。而新议定书
将豁免香港公司缴纳内地税。但是只有非常少数的投资者会持有不少于 25%的上市公
司股票，所以这种优惠的重要性不大。
另一例子是转让内地不动产企业在香港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根据现行《安
排》，一家香港公司转让内地不动产企业股份，无论该项股份是否少于 25%的股权，
其转让收益是不获豁免内地税的。新议定书提出的税收豁免范围并未排除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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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企业”是指公司 50%以上的资产直接或间接由位于中国的不动产所组成。

企业。因此香港公司转让在深圳或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內地不动产企业股份也可以享受此项税收豁免。而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内地不动产企业股票已经在沪港通的税收豁免机制(从 2014 年 11 月 17 日起生效)下免于缴纳内地税，因此新议定
书带来的这种优惠的重要性也不是太大。
还有另一种例子是香港公司和香港投资基金转让 H 股股票（即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内地公司股票），这可能是最多真正
受惠的情况。根据新议定书，香港居民和香港投资基金转让 H 股股票的收益，将免于缴纳内地税。
要注意的是，股票买卖必须在同一交易所进行，才可以享受新议定书的税收豁免。所以此项税收豁免是不适用于私募股票的。
另外，新议定书明确了香港投资基金成为香港税收居民需满足的条件。此项规定在减少投资基金税收状况不确定性的同时，
也表明投资基金除符合香港税收居民一般定义之外，还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以享受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的内地税收豁免。
飞机和船舶租赁
新议定书将飞机和船舶租赁业务的特许权使用费预扣税税率从目前的 7%降至 5%。
从内地获取特许权使用费的飞机和船舶租赁业务将从此项规定中受益。已降至 5%的特许权使用费预扣税税率也是目前内地
签署的所有税收协定中最为优惠的。这有助于香港发展与内地的飞机和船舶租赁业务，也符合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将香港
发展为国际海事服务中心的定位。
反避税和信息交换
新议定书引入了反避税条款。在该条款下，如果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财产收益的产生或配置是由任何人以取得相关
条款利益为主要目的而安排的，则相关条款规定不适用。
另一方面，新议定书将信息交换的领域拓展到内地的其他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和房产税。
上述两项条款强化了对税收协定的反滥用，履行了香港的国际责任，符合提升税收透明度的国际标准。这些措施同样迎合税
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计划的国际发展趋势。
德勤观点
德勤对第四议定书表示欢迎。尽管资本收益宽免仅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扩展到有限情况，但是仍然对推动香港资产管理业务
发展有一定帮助。同时，降低飞机和船舶租赁业务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扣税税率，会促进香港与内地的飞机融资业务发展。需
要提醒的是，纳税人应对反避税措施的加强和信息交换领域的扩大有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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