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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税务总局发布对税收协定部分条
文的最新解释
2018 年 2 月 12 日，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税务总局”）在其网站公布
2018 年第 11 号公告1（以下简称“11 号公告”），对税收协定若干条款的执行
事项作出明确。11 号公告对国税发[2010]75 号文件2（即“关于印发《〈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
定〉及议定书条文解释》的通知”，以下简称“75 号文”）中的部分内容也进行
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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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公告的规定涉及税收协定中的常设机构、海运和空运、演艺人员（艺术家）
和运动员条款的解释，以及合伙企业适用税收协定等事项。该公告自2018年4月
1日起施行。
本文将对11号公告的重点内容作简要梳理。

常设机构
11 号公告作出以下两项明确：

1
2

•

常设机构条款中关于劳务活动构成常设机构的表述为“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
续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按照“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 183
天”的表述执行。

•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开展教育教
学活动的场所构成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民在中国的常设机构。

11 号公告全文：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285782/content.html
该文件系对中国与新加坡税收协定相关条款的解释性文件，且同样适用于中国对外签订的其他税收协定中相同条款的解释及执行。

德勤视角
通常来说，企业派遣人员来华提供劳务达到一定时间会构成常设机构，该时间往
往以“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 183 天”为限，但在中国早期签订的协
定中（如中美协定），则较多采用了“在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六个
月”的表述。在税务总局 2007 年发布的国税函[2007]403 号文件对内地和香港
税收安排下常设机构的解释中，曾采用了一种较为严格的“六个月”的计算方
法，即在某些情况下，在华时间仅为一天也将构成“一个月”。尽管 403 号文件
中的这一规定已被废止，但在实践中，有关“六个月”的计算方法仍然莫衷一
是，部分税务机关仍倾向于沿按 403 号文件的方法进行服务型常设机构的时间计
算和判断。此次 11 号公告对此事项的明确，将有望解决这一困扰业界多年的问
题，促进实践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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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教育市场的开放，许多外国院校和国际教育机构都积极与其中方伙伴开
展合作办学项目，在境内从事相关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国税务机关显然已经关注
到这一趋势，近几年来关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常设机构案例也数度见诸报端。
此次 11 号公告对该议题的明确，值得引起相关教育机构的重视。对于合作办学
项目中的中外双方，都应该进一步检视有关的项目安排，重点关注常设机构和相
关税务合规风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外方教育机构即使在其母国具备非营利
资质，也无法据此直接豁免其常设机构在中国境内的所得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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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和空运

成都

对 75 号文第八条有关海运和空运协定条款的解释，11 号公告作出了如下更新：

合伙人

张书

•

明确从事国际运输业务取得的收入，包括以程租、期租形式出租船舶或以湿
租形式出租飞机（包括所有设备、人员及供应）取得的租赁收入。

•

明确海运和空运条款中没有中国和新加坡税收协定第八条第四款规定的，仍
可参照该规定处理，即企业从事以光租形式出租船舶或以干租形式出租飞
机，以及使用、保存或出租用于运输货物或商品的集装箱（包括拖车和运输
集装箱的有关设备）等租赁业务取得的收入不属于国际运输收入，但附属于
国际运输业务的上述租赁业务收入应视同国际运输收入处理。

•

判断上述业务活动是否“附属”于国际运输业务，应考虑是否满足以下三个
条件（其中第 2 项条件系本次 11 号公告新增的条件）：
1) 企业工商登记及相关凭证资料能够证明企业主营业务为国际运输；
2) 企业从事的附属业务是其在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时，从事的对主营业务贡
献较小但与主营业务联系非常紧密、不能作为一项单独业务或所得来源
的活动；
3) 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企业从事附属业务取得的收入占其国际运输业务总
收入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 10%。

德勤视角
11 号公告标志着税务总局调整了对程租、期租以及湿租的处理观点，新的观点将
与 2014 版经合组织协定注释和 2011 版联合国协定注释保持一致。而在 11 号
公告出台之前，程租、期租以及湿租的租赁收入并不被视为国际运输收入进行协
定处理（附属于国际运输业务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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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人员（艺术家）和运动员
对 75 号文第十七条有关演艺人员（艺术家）和运动员协定条款的解释，11 号公告作出了如下更新：
•

新增三项演艺人员活动示例：演艺人员开展的电影宣传活动，演艺人员或运动员参加的企业年会、企业剪彩。

•

明确会议发言一般不属于演艺人员活动。例如，外国前政要应邀来华参加学术会议并发言不属于演艺人员活动，但如
果其在商业活动中进行具有演出性质的演讲，应不属于会议发言，而是属于演艺人员活动3。

•

明确演艺人员和运动员条款适用于电子竞技活动。

•

明确依据协定第十七条（即演艺人员/艺术家和运动员条款）的规定，来源国一方可根据国内法，对演艺人员或运动
员，或其他人（当演出活动产生所得全部或部分由该其他人收取时）就演出活动产生的所得征税，不受协定关于营业
利润、独立个人劳务和非独立个人劳务条款的限制。11 号公告的政策解读包含了三则有关的适用案例（交响乐团、
一人公司和某些避税安排）。

德勤视角
11 号公告政策解读中的三则案例为演艺人员（艺术家）和运动员条款的理解和执行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

在交响乐团的案例中，解读明确，演出活动发生国（即来源国）对于乐团成员工资中与该次演出活动对应的部分，以
及“交响乐团收取但未支付给乐团成员的部分演出报酬”，都拥有不受限的征税权；对于后者，解读的表述体现了经
合组织协定范本注释中有关第十七条两项具体条款的适用不应导致演艺活动所得被重复征税的观点4。在中国实践
中，税务机关通常采用核定利润的方法来计算非居民企业实体在境内提供服务（如本案例中的交响乐团）的应税利
润。因此，是否能避免双重征税，实践中可能要取决于核定利润率的水平。

•

一人公司的使用在娱乐产业并不罕见。在一人公司的案例中，公告解读采取了与经合组织协定范本注释相同的立场
5
，根据来源国国内法，来源国可以对个人和公司分别就演出报酬征税；若国内法将一人公司视为税收透明体，来源
国可以将演出报酬视为全部由演艺人员或运动员直接取得并据此征税。值得注意的是，解读在此处并未就中国国内法
的处理作展开讨论。实践中，地方税务部门是否会对类似案件采取后一种处理，即“穿透”一人公司，将演出报酬视
为全部由演艺人员或运动员取得并据此征税有待观察；亦有观点认为，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体系中似乎缺乏充分的法
律依据以支持此类否定法律组织形式（即“穿透”一人公司）的税务处理。

•

在有关避税安排的案例中，演出报酬未支付给演艺人员或运动员，而是由其他人（包括个人、公司和其他团体）收
取。公告解读在此处同样遵循了经合组织协定范本注释的立场6，来源国可依据其国内法的反避税规则，将由其他人
收取的所得视为由演艺人员或运动员取得，进而根据国内法对演艺人员或运动员就该笔所得征税；或者在该国国内法
没有上述反避税规则的情况下，根据国内法向收取所得的其他人征税。从中国国内法的角度来看，鉴于现行的个人所
得税法尚未引入一般反避税规则，因此案例中提到的前一种处理方式在技术上可能会遇到障碍。

合伙企业的协定适用
11 号公告对合伙企业及其他类似实体适用税收协定的问题作了如下明确：

中国合伙企业
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成立的合伙企业，其所得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合伙人为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民的，该合伙
人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得被缔约对方视为其居民的所得的部分，可以在中国享受协定待遇。

3

根据经合组织公布的非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对协定范本第十七条所持立场， 中国认为“如果在演讲中具有演出性质，那么会议发言人，尤其是
前政要，也可以被第十七条所涵盖。”
4
请参见经合组织协定范本第十七条注释的第 11.5 段。
5
请参见经合组织协定范本第十七条注释的第 8 段。
6
请参见经合组织协定范本第十七条注释的第 11 段 c)项。

外国合伙企业
•

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合伙企业，其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负有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是中国企业
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纳税人。

•

对于上述外国合伙企业，只有当该合伙企业是缔约对方居民的情况下，其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得才能享受协定待
遇，但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

外国合伙企业如不能证明其根据缔约对方国内法，因住所、居所、成立地、管理机构所在地，或其他类似标准，在缔
约对方负有纳税义务，则即使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以享受协定待遇为目的开具了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也不能充分证
明该合伙企业为税收协定意义上的缔约对方居民以享受协定待遇。

德勤视角

中国合伙企业
虽然距离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已有近八年的时间，但相关的税收指引仍然较为有限。对于中国合伙企
业的外国合伙人来说，若该外国合伙人为缔约对方居民，则在考虑是否授予协定待遇时，根据 11 号公告有关表述（即
“被缔约对方视为其居民的所得的部分”），似乎中国税务机关还需考察缔约对方的税务处理。此外，外国合伙人的协定
适用仍有不少关键问题未得到解决，例如相关所得的性质应如何确定，持有中国合伙企业的权益是否会导致构成常设机
构，以及如果构成的话，应如何确定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所得份额等。

外国合伙企业
11 号公告对外国合伙企业“非税收透明体”身份的确认，意味着中国税务机关认为相关所得系由外国合伙企业取得，因此
应以该合伙企业（而并非合伙人）作为纳税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合伙企业设立地将该合伙企业作为税收透明体，那么
该外国合伙企业很有可能无法享受中国和其设立地签订的税收协定待遇，因为该企业将无法满足在设立地负有纳税义务的
条件，从而被认为是税收协定意义上的设立地居民。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在协定中纳入特别规定，直接将协定待
遇授予缔约对方具备居民身份的合伙人，而无论来源国是否将该合伙企业认定为非税收透明体。然而，现行中国对外签订
的税收协定中，似乎仅 2013 年签署的中国与法国税收协定包含此类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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