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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香港签署《BEPS 多边公约》
开展双边税收协定修订
2017 年 6 月 7 日，包括香港在内的 76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署了1或表达了意
愿去签署广为预期的《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的多边公约》（简称“《BEPS 多边公约》”或“公约”）。随后，多
个地区相继签署或承诺签署上述公约。
本文简要介绍了香港对有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简称“BEPS”）及交换财务账户资料的实施进程，同时概括了香港对
《BEPS 多边公约》的立场。
香港实施国际标准的进程
香港继续推进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方案（简称“BEPS 方案”）建议的国际
标准，以及经合组织（OECD）统一汇报标准(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提出的自动交换财务账户资料（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简称
“AEOI”）。鉴于经合组织和欧盟已分别开始制定“不合作”税务管辖区名
单，预计将于 2017 年底完成此项工作，香港如不扩大实施 AEOI 的范围并参与
《BEPS 多边公约》，或将面临被列入“不合作”税务管辖区名单的风险。被列
为“不合作”的税务管辖区将遭受抵制措施，从而降低其投资及营商环境的吸引
力。因此，香港已向经合组织作出实施 BEPS 方案的承诺，并于 2016 年 6 月通
过了实施 AEOI 的立法，预计将于 2018 年开始首次交换资料。
截至目前，香港与其他税务管辖区订立的税收协定多采用双边模式，如全面性避
免双重课税协定（简称“税收协定”）、税务资料交换协定、AEOI 相关协定
等。为与国际标准保持同步，香港须逐一与协定伙伴进行协商、签订及修改相关
协定。然而，要扩大协定的覆盖范围，普及打击 BEPS 的国际新标准，双边模式
已不再奏效或效率欠佳，因此香港特区政府认为确有必要采纳多边模式。
有见及此，中国政府于 2017 年 6 月 7 日代表香港特区签署了《BEPS 多边公
约》，支持香港特区通过延伸领土的方式适用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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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 多边公约》的出台背景
BEPS 是指，跨国企业利用各税务管辖区的税制差异和征管漏洞，将利润转移至只有少量经济活动或没有经济活动的低税率
或零税率地区，以减少公司整体税负，甚至实现双重不征税的税务筹划策略。而滥用税收协定是导致 BEPS 的一个重要原
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BEPS 第 15 项行动计划提出制定一个多边公约，以期促进实施二十国集团（G20）及经合组织 BEPS 方
案中有关税收协定的措施，打击 BEPS 的行为。公约将对各签约税务管辖区的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进行同步、有效的修订，
但不会直接修改既有协定的内容而发挥修正协定的作用；而是影响既有协定的适用情况。
公约涵盖了协定中针对混合错配安排、协定滥用、常设机构和相互协商程序的措施。公约提出了针对某些条款的最低标
准，同时，各参与税务管辖区可提交保留意见和通知事项（“公约立场文书”），选择是否及如何适用公约的可选条款。
香港的对《BEPS 多边公约》的立场
香港已与 37 个税务管辖区订立税收协定，其中除与中国大陆签订的税收安排外，其余 36 个此类协定都将纳入公约涵盖的
适用范围（“被涵盖税收协定”）。如有必要，香港特区需与中国大陆就现行税收安排另作修订。
如上所述，除了强制性条款外，各税务管辖区可自行决定接受或保留公约中的不同条款。其通用规则为，如果某协定伙伴
对公约中某条款持保留意见，则该条款将不适用于所有被涵盖的税收协定。为确保公约的适用清晰透明，各税务管辖区须
对被涵盖税收协定中拟修订的现行条款发布通知。
香港计划实施《BEPS 多边公约》的强制性条款，包括针对 BEPS 方案的两个最低标准，即第 6 项行动计划（防止协定滥
用）和第 14 项行动计划（改进跨境争议解决机制）的措施，但不选择实施其余条款，从而将公约或将对香港造成的影响
降至最低。重点条款如下：
协定滥用

税收协定的目的
根据 BEPS 第 6 项行动计划针对防止滥用税收协定的最低标准，参与国家和地区须在税收协定中加上一项明确的声明，表
明其意图是在没有通过逃税避税等手段实现不征税或少征税的情况下消除双重征税。
因此，依据《BEPS 多边公约》第六条的规定，香港的多数被涵盖税收协定的序言部分将纳入或替换为下列文字，以阐明协
定的目的：“旨在没有通过逃税避税而造成的不征税或少征税的情况下消除对本协定所适用税种的双重征税，（包括通过
择协避税安排，为第三方管辖区居民间接获得本协定下的税收优惠）”2。

主要目的测试
除了对协定序言部分进行增补以外，公约还要求各税务管辖区对下列规则择一实施，以体现防止协定滥用的共同意图：
（1）主要目的测试（Principal Purpose Test）规则；
（2）简化版利益限制（Limitation-on-Benefits）规则，辅以主要目的测试；或
（3）详细版利益限制规则，辅以导管安排应对机制。
香港选择了仅采用主要目的测试。根据主要目的测试规则，如果某个体所涉交易或安排的主要目的之一为获取协定待遇，
则该个体不得根据相关税收协定获得协定待遇。该规则提出了针对择协避税的通用措施，包括利益限制规则未能涵盖的情
形，如某些导管融资安排等的应对措施。
由于香港的利得税税率较低，协定税务管辖区居民滥用协定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香港既有的某些税收协定中，
部分条款（如涉及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条款）已涵盖防止滥用协定（以主要目的测试）的规定。香港税法还纳入
了反避税通用条款，针对订立某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令相关纳税人获得税项利益的情况。鉴于此，香港特区政府认为实施宽
泛的主要目的测试的难度不大，因而选择仅适用主要目的测试规则。
主要目的测试规则将适用于香港的大多数既有税收协定。作为香港的协定伙伴，加拿大和科威特虽已接受仅适用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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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规则作为暂行办法，但二者均在其公约立场中表达了通过双边谈判采纳利益限制规则的意向。

争议解决机制
税收协定或有规定，纳税人遭遇双重征税或未依照税收协定征税的，可请求相关主管当局与协定伙伴主管当局进行协商，
设法依据税收协定解决相关争议。该流程即相互协商程序（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简称“MAP”）。
尽管香港多数既有税收协定已纳入 MAP 相关条款，但某些被涵盖税收协定中的现行 MAP 条款将根据公约进行修订。
根据修订的 MAP 机制，纳税人在境内遇到任何异议或索赔案情，可依据税收协定申请 MAP。MAP 申请可提交至香港或
协定伙伴。有关时间的规定也会作出修订，如：香港与意大利之间的现行税收协定规定，须自首次收到有违税收协定征税
的通知起两年之内提交 MAP 案情。而根据公约的修订，为与其他被涵盖税收协定保持一致，该协定中的两年将改为三
年。此外，香港-意大利税收协定的现行 MAP 条款尚未明确实施 MAP 达成协议的时间期限。因此根据公约，还将增加条
款“尽管缔约税务管辖区的境内法律对时间期限有规定，但任何达成的协议均应实施。3” 事实上，一旦达成 MAP 协议，
其规定将优先于境内法规对时间期限的规定。
香港针对公约的未来规划
香港特区政府将继续推进必要的立法程序以在境内实施《BEPS 多边公约》。被涵盖税收协定修订条款的生效时间将主要取
决于协定伙伴双方的公约审批进程。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将于 2018 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出《BEPS 多边公约》相关修正法
案；此外还将在未来签订的税收协定中纳入公约的相关条款，以确保符合 BEPS 方案的要求。
对香港企业的影响
《BEPS 多边公约》拟通过实施有关税收协定的 BEPS 措施，应对激进税务筹划策略带来的税务问题。理论上，不涉及此类
策略的企业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尽管如此，《BEPS 多边公约》一旦生效，在适用现行税收协定的同时必须参考公约文本。
由于相关资料（即公约文本及香港和各协定伙伴的公约立场文书）涵盖范围十分广泛且内容复杂，对其进行详细分析是必
要的。
针对政策的变更，当前受惠于香港双边税收协定的企业应着手分析相关影响。经合组织推出的《BEPS 多边公约》匹配数据
库（当前为试运行版本）可协助分析公约将对有关税收协定作出何种修订。目前可以预测的是，就未来申请税收协定待遇
而言，《BEPS 多边公约》的实施必将加重纳税人和香港税务局的行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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