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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开曼群岛《经济实质法》，其经济实质测试要求适用于从事“相关活动”
（relevant activity）1的“相关主体”（relevant entity）；且为满足经济实质测试的
要求，“相关主体”必须在开曼群岛从事与“相关活动”有关的“核心活动”
（core income generating activities，“CIGA”）。就开曼群岛设立的实体而言，判
断自身活动是否属于“相关活动”（以及相应类别下的“核心活动”）对于进一
步厘清其在《经济实质法》下可能面临的风险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上一期税务评论2所述，今年 7 月初发布的开曼群岛《经济实质法》指南 3.0 重
点扩充了“附表：行业具体指南”（The Schedule: Sector Specific Guidance）的内
容。全长 36 页的“附表：行业具体指南”对于各个类别“相关活动”的定义、
“核心活动”（CIGA）及其经济实质要求的说明非常具体，并且提供了示例。本
期税务评论将归纳并解读该附表的更新要点。

电子邮件：roma@qinlilegal.com
刘明扬
德勤
合伙人
电话：+852 2852 1082
电子邮件：antlau@deloitte.com.hk
潘宗杰
德勤
总监
电话：+852 2238 7689
电子邮件：rphan@deloitte.com.hk
李莎

控股公司业务
《经济实质法》将控股公司业务定义为“纯粹控股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并且对
这一类别的活动施行低标准的经济实质要求。因此，如何界定纯粹控股公司是此
前业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指南 3.0 提供了五则示例，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回应，从案例中可归纳出如下内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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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银行存款利息收入不会影响实体被视为纯粹控股公司；
仅通过证券账户（brokerage account）持有其他公司的股权不属于直接持有
或管理股权，因而不属于从事控股公司业务；
实体作为持股主体的同时从事其他活动的，不属于从事控股公司业务，但应
考虑这些其他活动是否属于《经济实质法》中其他类别的“相关活动”；

1

“相关活动”包括九个类别：控股公司业务、总部业务、基金管理业务、融资和租赁业务、知识产权业务、船运业务、分销和服务中心业务、银
行业务、保险业务
2 参见德勤税务评论：开曼群岛经济实质指南 3.0 发布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tax/ta-2020/deloitte-cn-tax-tap3182020-zh-2007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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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受托方持有信托资产的信托公司不属于纯粹控股公司，信托业务也不属
于九类“相关活动”之一，但应考虑除信托业务外，其是否从事属于其他
“相关活动”的业务；
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持有其他公司的股权的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GP）
不属于纯粹控股公司，但应考虑除作为 GP 代表合伙企业持有股权、取得股
息或资本利得外，其是否从事属于其他“相关活动”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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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经济实质法》的规定，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以下判断逻辑：





如某实体仅持有股权并取得与该股权相关的收益（股息、资本利得等），无
任何其它资产、业务及收入（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不影响判定），其属
于从事控股公司业务，仅须满足针对控股公司业务的低标准经济实质测试；
如某实体在持有股权之外拥有其它资产、业务及收入，但该资产、业务及收
入不属于其它类别的“相关活动”，则该实体无需满足经济实质要求；
如某实体在持有股权之外拥有其它资产、业务及收入，且该资产、业务及收
入构成其它类别的“相关活动”，则该实体需要就从事的其它“相关活动”
满足相应的经济实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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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业务
“总部业务”泛指向集团内其他实体提供的高级管理、重大风险管控等方面的业
务活动。指南 3.0 指出，“相关主体”在从事银行业务、融资和租赁业务、基金
管理业务、知识产权业务、控股公司业务及保险业务时，可能会涉及从事包含在
总部业务中的活动；为避免重复报告，前述情形不视为该实体从事总部业务。虽
然指南 3.0 也指出，存在“相关主体”被视为同时从事彼此相互独立的总部业务
和其他类别“相关活动”的情形，但并未通过示例作出说明，由此可能给实践中
不同情形的区分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指南 3.0 认为，判断“总部业务”的核心在于考察实体
是否发生了与高级管理活动相关的支出，以及是否取得了任何形式的收入来弥补
这些支出，而无论这些收入是否通过专项的服务合同或费用分摊协议收取。换而
言之，从事总部业务的实体收取收入的形式，不限于收取服务费或分摊相关费用
成本，也可以是从子公司股权或债权投资中取得股息、利息、资本利得。在指南
3.0 的一则示例中，一家开曼群岛公司雇用了高级管理人员来从事集团的战略决策
和风险管理，其并未就这些人员的活动向集团内成员企业收取任何费用，仅通过
对子公司的股权和债权投资收取股息、资本利得和利息。指南 3.0 认为该实体的
活动构成了总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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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业务
开曼群岛于 2020 年修改了《证券投资商业法》，《经济实质法》下“基金管理业
务”的定义与范围也随之发生变动。指南 3.0 中，“基金管理业务”被定义为
“根据《证券投资商业法》（2020 年修订本）附表 2 第 3 段所载的并根据该法例
取得牌照或以其他方式获授权的相关主体为投资基金提供的证券管理业务” 。

取得牌照，或以其他方式获授权
除非另有豁免，否则《证券投资商业法》（2020 年修订本）禁止任何未获发牌或
未经注册人士进行证券投资业务。因此，由于《证券投资商业法》（2020 年修订
本）下的"“注册人”需经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Cayman Islands Monetary
Authority，以下简称“CIMA”）注册（即予以“授权”），有关“注册人”如果
为向投资基金提供证券管理服务的相关主体，便需满足经济实质要求。原《证券
投资商业法》下的“除外人士”如需根据新的《证券投资商业法》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或以前重新注册，将由重新注册为“注册人”之日起包括在《经济实质法》
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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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投资基金提供
指南 3.0 清晰指出基金管理业务不包括为非投资基金提供的证券管理服务（如个人财富管理）。此处“投资基金”的概念
与《经济实质法》一致。
另外，指南 3.0 进一步说明就基金管理业务而言，其产生所得的核心活动（CIGA）包括投委会及董事会作出投资或退资决
定﹑有关基金整体风险及战略所需储备金的计算﹑决定有关货币/利息波动和套期保值的整体战略方向及定位﹑制定系统
及程序确保向投资者及/或 CIMA 准确并及时地准备报告或进行申报等。同时，指南 3.0 指出如相关主体因为将有关服务外
包至岛外的供应商（如位于英美或香港的投资管理人）而未能满足某一项 CIGA 的经济实质要求，该相关主体便不应就该
项 CIGA 收取任何所得。

证券管理业务
此处的“证券管理业务”指根据开曼群岛《证券投资商业法》（2020 年修订本）附表 2 第 3 段所载，“在涉及行使自主
决定权（exercise of discretion）的情况下管理属于他人的证券” 。指南 3.0 明确，《经济实质法》不适用于列于《证券投
资商业法》（2020 年修订本）附表 2 的其他证券投资业务。
由此推论，如相关主体的活动仅限于提供不具约束力的投资意见，是否不构成《经济实质法》下的基金管理业务？当然这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法律文件及服务协议的草拟，以及相关主体的实际活动及职能，需要根据具体交易安排进行个案探
讨及个别分析。
融资和租赁业务
指南 3.0 再次强调融资和租赁业务是指提供信贷服务（provide credit facilities）并取得另外一方支付的对价
（consideration）的业务，是否具有“提供信贷服务”的性质，是构成此类业务的核心。
因此，指南 3.0 明确：实体在从事其它业务时的附带行为，即使看上去具有融资或租赁的形式，也不应被视为从事融资和
租赁业务。其中一则示例较为有趣：假设某开曼群岛的贸易公司允许客户延迟 50 天付款，其合同条款约定如客户 50 天内
未付款，该公司可向客户收取延期付款利息。指南 3.0 分析认为：首先，如果公司收取了延期付款利息，由于该款项是针
对客户在 50 天之后的逾期付款所收取，与允许客户延迟 50 天付款的商业信用安排无关，因此不属于从事融资和租赁业
务。指南 3.0 进一步分析认为：即使客户需要就延迟 50 天付款的商业信用安排支付某种对价，由于该对价属于公司从事
贸易业务的附带性行为，故也不属于从事融资和租赁业务。这则示例较为典型地说明了“信贷服务”与“附带性行为”的
界限。针对贸易活动向客户提供延迟付款的信用安排，我们注意到，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发布的指南不同，开曼群岛的指南
3.0 并未直接使用“conditional sale”、“credit sale”等术语，而是更强调对交易实质的区分。如果在交易中提供了“信
用”，但没有因提供该“信用”获取对价，则不属于融资和租赁业务；如果就提供“信用”收取了任何形式的对价，且具
有营利的目的——这部分对价在提供“信用”时就是期望得到的，或者说它就是提供“信用”的目的，则此类赊销行为有
可能被归属于融资和租赁业务。
由此推论，对于股东贷款，如未向子公司收取利息，由于未取得对价，不构成融资和租赁业务；即使向子公司收取利息，
是否可以主张该股东贷款属于投资业务活动的附带性行为（无股权投资则无此贷款），从而不属于从事融资和租赁业务？
遗憾的是指南 3.0 并没有特别提及这方面的示例，仍然需要根据具体交易安排进行个案探讨。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指南 3.0 在界定融资和租赁业务时排除了与土地和土地权益相关的融资租赁。但房屋等地上不动产是
否可以认为归属于“土地权益”而被排除在融资和租赁业务外还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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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业务
指南 3.0 对于知识产权业务的解释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

虽然《经济实质法》规定持有知识产权也构成知识产权业务，但是此处的“知识产权”在定义上要求这项权利应该
产生可单独识别的相关应计（accrue）收入。换言之，仅仅持有知识产权但没有产生任何收入，不构成知识产权业
务；持有知识产权，但该知识产权只是作为其它业务活动的附带性行为而存在，其它业务活动的收入也无法单独识
别和分离出与该知识产权相关的应计收入的，也不构成知识产权业务。例如，生产商或服务商拥有与其商品或服务
相关的商标，其取得商品销售收入或服务收入通常不应被视为其从事了知识产权业务。然而，如果就该项商标单独
收取许可费、使用费或者转让商标取得对价，就属于典型的可识别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应计收入，将触发知识产权
业务的经济实质测试。

•

如果“相关主体”不是知识产权资产的法定或经济所有权人，则不属于从事知识产权业务。因此，如果仅仅是通过
授权取得知识产权资产的使用权，则即使基于该使用权取得收入，通常也不构成从事知识产权业务，也因此无需满
足知识产权业务的经济实质要求。但是，被授权人取得全部及排他的授权（包括再授权的权利）时，被授权人可被
视为知识产权资产的法定或经济所有权人。

•

通常情况下，与知识产权业务相关的核心活动（CIGA）应根据知识产权的资产性质及“相关主体”使用其取得收入
的方式进行判断，如专利相关的核心活动（CIGA）为研发活动（R&D），其他知识产权相关的核心活动则可能为品
牌、营销、分销活动。对于高风险知识产权业务而言（注：高风险知识产权业务面临更为严苛的经济实质要求），
“相关主体”必须证明其就这些核心活动满足经济实质要求。但对于非高风险知识产权业务，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有所例外，这种例外情形（exceptional cases）主要是指如果“相关主体”取得知识产权时，前述研发活动或品牌、
营销、分销活动已经完成，仍可能通过从事其他的核心活动（主要是后续活动）满足经济实质要求。例如，实体从
集团外第三方购买专利，由于该专利研发活动此前已经完成，实体可以仅凭借其从事的后续开发、维护、保护和强
化等活动满足经济实质要求。

•

指南 3.0 进一步明确，尽管实体是否符合经济实质测试需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但如果一家开曼群岛实体仅基于
在岛外作出的决定和从事的活动消极持有知识产权资产，则该实体不满足在岛内从事实质性活动的要求。另外，如
果一家开曼群岛实体仅通过非居民董事在岛内作出定期决策，例如董事会成员平时不在岛内，仅定期到岛上作出董
事会决议，这也不能满足经济实质测试要求。由此可见，开曼群岛的《经济实质法》对于知识产权业务提出了相当
高的经济实质要求。

•

在高风险知识产权业务方面，以往我们更多关注这一概念的关联交易属性，即从集团成员处购得知识产权或委托集
团成员企业开发取得知识产权，然后从集团成员企业取得相关收入，即构成高风险知识产权业务。指南 3.0 就此特
别强调：如知识产权资产完全由“相关主体”自主研发且核心活动发生在岛内，则该项知识产权业务不属于高风险
知识产权业务；但是，知识产权由多个主体研发且“相关主体”签订成本分摊协议的，“相关主体”仍可能被认定
为从事高风险知识产权业务。此外，在指南 3.0 的一则示例中，某开曼群岛公司从事高风险知识产权业务（从集团
成员企业处取得知识产权并许可集团成员企业使用），且尚未就其许可向集团成员企业收取任何收入；虽然看上去
尚无需满足经济实质测试，但示例提到此种情况下，开曼群岛税务信息局将进一步了解为何不收取收入的原因，并
要求公司保存与知识产权资产相关的信息。例如，若公司解释该项知识产权尚在开发而不具备盈利性，则公司应能
保证一旦未来开始取得相关收入时，其保存了与知识产权开发相关的历史信息用于备查。

4

船运业务
指南 3.0 明确“船运业务”的核心是对船只的运营或经营（operation）而不是持有。因此，租入船舶从事海上运输并收取
费用的业务，属于从事船运业务。如仅将船舶租赁给其他方但不经营该船舶或其他船舶的，则不属于从事船运业务。在指
南的一则示例中，船主公司将其船舶光船租赁给一家租船公司，后者将租来的该船舶用于运营。示例认为，该船主公司不
构成船运业务（因为它没有运营该船舶），而租船公司则构成船运业务。
由于开曼群岛《经济实质法》将船舶租赁（charter）列为“船运业务”中的一项，此前曾经有观点担心船舶的经营性租赁
虽然不构成融资和租赁业务，但可能属于船运业务，上述示例可以澄清这方面的疑虑。当然，如果是对于船舶的融资租
赁，则可能属于从事融资和租赁业务，需满足对于融资和租赁业务的经济实质测试。
指南 3.0 的示例还明确从事其他业务时附带提供的船运业务，不属于从事船运业务，如旅行社销售船票、制造商为出口货
物进行的海上运输等。
分销和服务中心业务
指南 3.0 关于“分销和服务中心业务”的解读中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

“分销和服务中心业务”仅指从集团内成员企业采购货物用于岛外分销，或向集团内成员企业提供与岛外业务有关
服务的行为。所以，若一家开曼群岛的“相关主体”从第三方采购货物并转售给集团内成员企业，或向第三方提供
服务并将其中部分服务分包给集团内成员企业，都不构成“分销和服务中心业务”。

•

如果业务双方都是开曼群岛实体，则也不构成“分销和服务中心业务”。

•

偶尔向集团内成员企业提供服务（偶发的、不经常的、规模很小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可以不被认为构成“分销
和服务中心业务”。

银行和保险业务
“附表：行业具体指南”重申这两类“相关活动”仅指持有开曼金融管理局（CIMA）颁发的相应行业牌照（license）的银
行、保险公司的活动。

结语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无论是已在开曼群岛设有实体，还是正在考虑未来搭建涉及开曼群岛实体的集团架构的，都应关注开
曼群岛《经济实质法》所带来的影响。评估有关实体从事的业务是否构成该法案下的“相关活动”，则是进一步分析其是
否需要，以及如何满足相关经济实质测试要求的基础。因此，投资者应基于此次更新后的行业具体指南，对开曼群岛实体
业务活动是否会落入“相关活动”的范畴进行必要的重新评估，以确定相应的合规义务和后续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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