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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8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防止税
基侵蚀提案”(GloBE 提案)的意见征询文件（文件）。本文中，我们将介绍文件
发布的背景、文件的内容、OECD 的下一步动向以及我们的观察。
1、 文件发布的背景
继 OECD 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发布的针对如何对数字经济征税的“统一方法”
（支柱一）1 的意见征询文件之后，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OECD 发布了另一
份意见征询文件，就 GloBE 提案（支柱二）2 向公众征询意见。这两份意见征询
文件均是 OECD 自 2019 年 5 月 31 日发布《工作计划 — 制定应对经济数字化
带来的税收挑战的共识解决方案》（《工作计划》）以来开展的进一步工作。截
至目前，该两份文件均尚未在 OECD/G20 包容性框架下的 130 多个成员国中达
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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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二 GloBE 提案的目的是通过确保跨国企业的有效税率不低于一个人为设定的
“最低税率”来系统性、综合性地解决税基侵蚀这一问题。 该提案的适用范围并
不局限于高度数字化的企业，但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解决在数字化经济中，
高度数字化企业利用无形资产这一重要利润驱动因素的特性通过架构筹划实现利
润转移这一问题。因此，GloBE 提案对于数字化企业的潜在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根据 2019 年 1 月 29 日 OECD 发布的《政策简报 — 应对数字化经济的税收挑战》及 2019 年 5 月发布的《工作计划》，支柱一旨在通过考
虑实际联系规则和利润分配规则，特别是考虑对市场/用户国的回报，以解决征税权在国家间的分配问题。详情请参见我们 11 月 5 日发布的税务
评论：OECD 意见征询文件：提出对数字经济征税的“统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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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9 年 1 月 29 日 OECD 发布的《政策简报 — 应对数字化经济的税收挑战》及 2019 年 5 月发布的《工作计划》，支柱二旨在解决其
他 BEPS 问题，包括考虑建立有助于加强国家对所得税实际税率较低的利润征税能力的规则。
2

如《工作计划》中所描述的，该提案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并具体细化为
四个组成部分，即“四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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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国计入所得规则：
o 计入所得规则（an income inclusion rule）是指，如果受控外国企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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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的利润适用的有效税率低于“最低税率”的时候，则该利润将被
征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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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转换规则（a switch-over rule），当归属于境外常设机构的利润或者来
源于境外不动产的收益在境外适用的有效税率低于“最低税率”时，允许
居民国对这样的利润或收益采用税收抵免法以取代免税法，即：将以前对
此境外收益免税的做法转换为对此收益征税，但是同时允许抵免在境外已
缴纳的税额。


来源国对导致税基侵蚀的支付不予扣除或征税规则：
o 对外支付款项征税不足规则（an undertaxed payments rule），即针
对一项向关联方支付的款项，当该款项在来源国之外所适用的有效税率低
于“最低税率”时，付款方就该笔支付不得税前扣除，或者来源国对该项
支付采用来源地征税原则（包含预提所得税）；以及
o 应予征税规则（subject to tax rule），该规则是对上述规则的补充，即
对于一笔向境外的支付，如果其在来源国之外所适用的税率低于“最低税
率”时，则来源国可以对此支付征收预提税或其他税，同时该特定收入不
得享受协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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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发布的文件针对支柱二中的三个技术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1）财
务报表的使用；（2）适用于低税率和高税率的利润的合并；（3）可能的排除范
围及门槛界定。
2、 文件的主要内容
我们对文件提及的三个要点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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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何确认应税所得
鉴于 GloBE 提案是基于对一个跨国企业的有效税率的判断而提出的，因此，需要
分别确定在计算有效税率时作为分母的应税所得以及作为分子的交税金额。
OECD 在 2019 年 5 月份发布的《工作计划》中提出，以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作为
起点，然后进行适当的调整，也就是，用经过调整后的会计利润作为应税所得，
并且作为计算有效税率的分母。 分子可以是实际缴纳的税款，也可以是会计上的
所得税费用，后者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调整。 OECD 作出该建议的原因之一是采用
这种方法可以简化计算，降低合规成本。
(A) 会计准则的选择
如果以财务报表的数据作为起点，就会涉及到会计准则的选择问题。 文件对在选
择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几个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个问题：应该选择母公司适用（或使用）的会计准则，还是应该选
择子公司适用（或使用）的与其当地报告义务相关的会计准则？针对该
问题，文件阐述了使用一个统一标准的必要性以及每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的利弊，但是，并没有给出倾向性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对 GloBE 提案而言，哪个财务会计准则是更容易被接受
呢？针对该问题，文件建议可以用一个普遍适用的财务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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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些上市公司已经被监管机构要求按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准备财务报表，因
此，GAAP/IFRS 可以作为一个选择。但是，文件指出有些跨国企业并非上市公司，可能没有需要按照任何财务会计准
则准备合并财务报表的法定义务。因此，在进行财务会计准则选择的时候，这些情况都需要考虑在内。
(B) 差异调整
考虑到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文件指出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是必要的。一般而言，税会差异有两种：
永久性差异及暂时性差异。
文件指出了可能产生“永久性差异”的几种情形，并且对关于“永久性差异”的几个问题向公众征询意见，例如，如何调
整“永久性差异”；对于“暂时性差异”，文件提出三个解决方法并就这三个解决方法的利弊向公众征询意见：
a)

最低纳税金额与实际纳税金额差异的结转及税务属性的结转：暂时性差异的影响可以通过最低纳税金额与实际纳税
金额差异的结转及税务属性的结转来解决，具体有三条规则：






第一条规则：当子公司在当前年度向其所在管辖地支付的税款超过根据“最低税率”计算得出的税额时，该
超出部分可结转，并且可以在该子公司实际支付税款额低于根据“最低税率”计算得到的税额的年度作为已
纳税款使用。
第二条规则：适用于与上述相反的情况，当子公司在当前年度向其所在管辖地支付的税款低于根据“最低税
率”计算得出的税额时，母公司根据计入所得规则缴纳了与子公司所得相关的税款；当在以后年度，子公司
缴纳的当地税款超过根据“最低税率”计算的税额时，母公司可就超出部分申请退税或用来抵减母公司的其
他纳税义务。
第三条规则：子公司的经营亏损可结转并用于抵减子公司未来的会计利润。

b)

使用递延所得税会计：简单而言，递延所得税会计是根据当期的会计利润来确定当期的所得税费用，而不考虑当期
的应交税款。 由于很多集团在准备财务报表时已经使用了这一方法，OECD 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降低企业的合规成
本。

c)

有效税率的平均值的使用：根据相关子公司多年的所得总额及支付的税款总额，而计算出的年度平均有效税率，例
如，可以选用当前年度及指定的以前年度。该方法的好处就是简单易行。

2.2 合并 (Blending)
在计算有效税率时，还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允许纳税人把来自同一实体或来自同一集团内不同实体的低税率的利
润与高税率的利润混合起来。《工作计划》把对这种来源不同的所得的混合称之为“合并”。
《工作计划》提出合并选择可以从实体层面到全球集团层面，尤其需要把重点放在管辖地和全球层面。基于此，本文件对
在以下三个不同层面的合并进行了探讨：
a)
b)
c)

全球层面的合并：跨国企业需要分别汇总其全部外国所得及就此所得缴纳的外国税款。当外国实际税率（即：缴纳
的外国税款总额/外国所得总额）低于“最低税率”时，该跨国企业需要补税；
管辖地层面的合并：跨国企业需要按照不同管辖地汇总所得及纳税金额，并对那些来源于有效税率低于“最低税
率”的管辖地的利润补征税款；
单一实体层面的合并：集团内每一个实体（包括国内实体的外国分支机构）需要分别计算其所得及就此所得缴纳的
税款，当外国实体（或外国分支机构）适用的有效税率低于“最低税率”时，该跨国企业需要补税。

上述三种合并方法对以下事项的影响或处理方法是不同的，因此，在下述几方面产生的利弊各不相同。文件针对各个合并
方法在下述几个方面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向公众征询意见：







对有效税率波动的影响；
对财务数据所属层面的要求（例如：全球范围内的合并要求对跨国企业对国内外的所得及税款进行拆分，另外两
种合并方法要求把所得及税款细分到管辖地/实体层面）及因准备相关财务数据，可能发生的合规成本；
对总分机构之间所得分配的处理；
对税收透明体所得分配的处理；
对税收抵免的处理；
对股息和其他分配的处理。

2.3 排除范围及门槛界定
《工作计划》提出了对 GloBE 提案的适用范围应规定一些被排除在外的情形，例如：
 已符合 BEPS 第 5 项行动计划《打击有害税收实践》要求的税制及其他基于实质的方法;
 通过有形资产取得的回报;
 关联交易低于一定门槛值的受控公司。
《工作计划》还提出的其他的可以被排除在外的情形包括：
 基于集团规模制定一个门槛值；
 通过设立最低门槛，以排除金额较小的交易或实体；
 排除特定领域或行业。
本文件指出，被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的情形可以是基于对事实和情况定性的、全面的评估，也可以是基于更为量化的客观
标准（例如，基于公式）来确定。针对此议题，文件向公众征询意见。
3、 下一步
公众需在 2019 年 12 月 2 日前针对该意见征询文件提出建议，OECD 将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在巴黎召开公众意见征询
会。
当 OECD/G20 包容性框架就“对外支付款项征税不足规则”及“应予征税规则”制定了更清晰的框架时，预计将会就该
规则的细节，进一步向公众征询意见。
4、 我们的观察
本文件对《工作计划》中提出的关于支柱二的四个规则所做的进一步阐述非常有限，但是对如何确定跨国企业的有效税率
做了更为详尽的探讨，提出了可供参考的不同方法，比较了不同方法的利弊，但是没有非常明确的给出倾向性意见，而是
更多的采用了提问及探讨的方式向公众征询意见。 对于广为关注的“最低税率”是多少这一关键问题，本文件没有进行
讨论。虽然征询文件中的某些例子使用了 15%的税率，但 OECD 秘书处明确指出，该税率仅是出于说明的目的，不应将
其推断为最终商定的税率。文件指出当提案的其他关键因素制定完成后，将会对 GloBE 提案下应适用的 “最低税率”进
行探讨。
令人安慰的是，本文件重申了《工作计划》所提出的制定 GloBE 提案的原则，即：简化的原则以尽量减少合规、征管成
本以及降低双重征税的风险，《工作计划》及本文件中所提出的门槛的设立、排除范围的规定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所设计
的。 但是，鉴于 GloBE 提案所涉及内容的技术复杂性，以及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不同考虑，即使 OECD/G20 包容
性框架遵循简单易行这一原则，我们距离这一提案的成型及落地可能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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