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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发布最终版 BEPS 报告
2015 年 10 月 5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秘书处发布了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项目（即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简称“BEPS 项目”）的十三份最
终报告和一份解释性声明，介绍了 BEPS 项目下各方业已达成的行动共识（经合组织
新闻稿，解释性声明和最终版报告链接：http://www.oecd.org/ctp/beps.htm）。这批
报告的公布时间正值 10 月 8 日秘鲁利马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其内容涵盖
并且整合了在 2014 年布里斯班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上提交并受到欢迎的前七份报告。
62 个国家在二十国集团和经合组织为主导的 BEPS 项目中通力合作，并已经同意将
继续共同努力至少到 2020 年。同时，有更多的国家通过区域结构性对话参与了项目
成果的制定过程。中国亦是 BEPS 项目的积极参与方之一。一些区域性税收组织，如
非洲税务机关论坛（African Tax Administration Forum）、（法语区国家）税务管理
当局中心（Centre de Rencontre des Administrations Fiscales）、美洲间税务管理当
局中心（Centro Interamericano de Administraciones Tributarias）等，以及包括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在内的多家国际组织，都为 BEPS 项目做出了贡
献。
在 2016 和 2017 年，BEPS 项目仍将有更多的政策发展，但主要活动将围绕对 BEPS
措施执行情况的监控而展开。由于项目以外的其他国家将被邀请加入，监控范围可能
会被扩大。此前的税务透明与信息交换全球论坛已有先例，该论坛目前包括 127 个国
家和地区。
二十国集团和经合组织工作组指出，“尽管由于 BEPS 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的严重受
限，衡量 BEPS 的影响规模具有挑战性，但今天我们知道，BEPS 的财政影响是显著
的。” 工作组估计，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已耗费了每年 4%-10%左右的企业税收收
入。
BEPS 行动计划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这些行动将会在何时被实施，以及哪些国家
将会实施。解释性声明中的以下表述就此阐明了各国间所达成的不同程度的共识：
“所有的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均承诺将在防止税收协定滥用、国别报
告、打击有害的税务实践以及改善纠纷解决机制等领域，一致执行 BEPS
行动计划。现有的标准已进行了更新且将会被执行，但是应该注意到并非所
有 BEPS 的参与国都赞同上述税收协定和转让定价的基本标准。在其他领
域，例如针对混合错配安排相关的建议以及利息扣除的最佳实践方面，各国
已就一般税收政策方向达成共识。在上述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有望
通过实施已商定的共同方法，逐渐缩小各国间的差异，从而进一步考虑这些
措施是否应该成为未来这些领域的最低标准。基于最佳实践的指南还将为打
算在强制性信息披露或受控外国企业的立法方面采取积极行动的国家提供支
持。各国同意接受目标性监控，特别是对最低标准的执行情况所进行的监
控。此外，预计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将加入此行
列，以保护其自身税基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欧盟或将在其 28 个成员国范围内施行 BEPS 行动。2015 年 6 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
关于欧盟公平和高效的企业税收制度的交流意见，其目的是阐明如何在欧盟范围内实
施 BEPS 措施。财政部长理事会可以选择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采纳 BEPS 措施。

率先生效的 BEPS 行动
最先生效的行动将涉及新的转让定价方法（即 BEPS 第 8-10 项行动计划）。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的税收协定范本均要求使
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定价方法，经合组织发布的《跨国企业和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则为转让定价方法在全球范围的
应用提供了主要的指导。虽然整合后的新版本指南不会在 2017 年之前发布，但各国税务机关已经开始在实践中采纳或使
用经合组织在 BEPS 公开意见征询阶段所发布的资料及其内容。中国近期发布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就体现
了这一点。新的转让定价方法要求跨国公司重新从功能分析开始，以实现“转让定价规则确保营业利润被分配到产生这些利
润的经济活动中”。这将意味着，可以获得收益的实体必须能够控制产生有关潜在收益的风险，并且仅仅拥有无形资产的法
定所有权不足以成为获得显著回报的充分条件。“只拥有大量资本却没有任何其他相关经济活动的实体（即“cash boxes”—
—“现金盒实体”） 将不会享有任何超额利润”，包括利息。
涉及国别报告制度的第 13 项行动计划是另一项即刻生效的 BEPS 行动。该行动计划提供了一项固定的报告模板，并附有
明晰的使用指导。所有主要的母公司所在国都已致力于此项行动，从而使得其他国家也可以从中获得更多信息以用于风险
分析，但前提是这些国家与母公司所在国已签署税收协定或税收情报交换协议，或均已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简称“《公约》”）。一些非政府组织也许会抱怨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均能获得上述信息，但应注意的是，已有 127 个
国家和地区参与了税务透明与信息交换全球论坛，且约 80 个国家已签署《公约》。第一批国别报告数据（适用于全球年
销售额达到相当于 5.86 亿英镑、7.5 亿欧元或 8.4 亿美元金额的企业集团）必须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给税务机
关；同时，这些税务机关将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对该数据进行情报交换。受影响的跨国公司应该已经开始着手其系统梳
理和数据收集工作。有关国别报告的内容也体现在了中国近期发布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中。
最后一项即刻生效的行动则将影响具有“专利盒”（即“patent box”）或其他类似知识产权税收优惠制度的国家。未来，只有
当相关研发活动在同一国家执行时，才能授予类似于“专利盒”的税收优惠。英国预计将尽快立法于 2016 年 6 月推出新的优
惠制度，并停止现有“专利盒”制度；预计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后集团转移知识产权到现有的“专利盒”将不会被允许。有迹象
表明，德国、爱尔兰和美国可能会推出符合 BEPS 要求的本国知识产权税收优惠制度。中国目前也正在复核其研发税收优
惠政策。
可能在 2017 年或者之后实施的行动计划
两项重要的行动计划（即针对混合错配和利息扣除限制的行动计划）需要通过国家立法来实施。经合组织工作组已经提供
了超过 400 页的指引来帮助各国通过立法手段应对混合错配（混合错配即通过利用不同国家对同一工具或者实体的不同税
务处理，以实现同一笔经济支出获得两次扣除，或者一笔项目在一方获得扣除而在另一方未被确认为应税收入）。实施上
述立法措施意味着，即使其中只有一方国家实施了这一措施，混合错配的安排也不能见效。该措施的基本方法是支付地不
允许就有关项目作税前扣除，同时辅以次要规则，即当支付地未对税前扣除加以限制时，另一方将该项目计入应税所得。
实施该行动计划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有关国家如何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一项安排是否产生混合错配的效果。英国已表示
会考虑从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通过立法约束混合错配行为；对此表示公开支持的国家数量不多，而部分国家（例如法国
等）认为混合错配在其现行的法律下已经无法奏效。
在利息扣除限制方面，BEPS 项目的建议是，各国应当依照一家公司息税折旧前利润（EBITDA）的固定比例设置利息费用
的扣除限额。比例范围应在 10%-30%之间。各国也可以选择提供一项备用方案，即选用集团内第三方净利息费用比例设
置扣除限额（如果该比例更高的话）。BEPS 项目报告还提出了其他政策建议，包括设定最低限制来排除上述规则对负债
率水平较低企业的适用，以及超额利息是否可向以前或以后年度结转的有关规则。此外，在一定条件下，第三方债务融资
的公共利益项目可能被排除在利息扣除限制的适用范围之外。澳大利亚已经表示不会实施这项行动计划，而德国和部分其
他欧洲国家似乎认为其现有的法律已经大致符合该行动计划的要求。美国国会和财政部虽然希望实施利息扣除限制，但预
计除非将其作为公司所得税改革的一部分，相关内容不会单独进入立法程序。英国则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就如何实施该行
动计划进行征询。
需要修订税收协定的行动计划
2016 年将进行多边工具的磋商，以实现对各国间税收协定的大规模修订。初始谈判定于 2015 年 11 月 5 日，由英国担任
会议主席，中国和菲律宾担任副主席。超过 90 个国家和地区已表示将参加谈判。多边工具必须在 2016 年年底前完成，之
后将提供给各国各自完成其国内法律批准程序。预计多边工具将会提供较大的政策灵活度，以使参与国可作出不同的选
择。
税收协定的修订将主要涵盖常设机构、税收协定滥用和争议解决机制等领域。此外，还有部分轻微修订涉及针对混合错配
等方面的规则。
常设机构方面的广泛修订系出于降低常设机构构成门槛的目的。首先是降低合同在法律意义上的签订地点对常设机构判定
的重要性。第 7 项行动计划指出，“若中间方在一个国家内所实施的活动，该活动意在实现一家境外企业经常性地签订合
同，则该境外企业应被认定为在该国家构成常设机构， 除非中间方是在其独立经营的过程中实施上述活动。通过对协定范
本的第五条第 5 款和第 6 款及其详细注释的修订，以确保条款的表述更准确地反映上述政策，防止佣金代理人或类似安排
（对常设机构的规避）。”上述变化的实施，预计将对中国境外企业向中国境内客户销售商品或服务过程中设立境内营销服
务企业的运营模式产生较大影响。

其次，协定的修订将限制常设机构豁免构成条款的应用，“以确保在一个国家内进行核心活动而取得的利润可以在该国家被
征税。”经合组织协定范本的第五条第 4 款将被修订，以确保每一项免于构成常设机构的活动都必须具备“准备性和辅助性”
的性质。此外，修订还加入了“反分割化”的规定，以限制跨国企业通过行为分拆来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
最后，为了提高常设机构利润归集的确定性，并为常设机构的利润归集问题提供更多指引，经合组织会进行有关常设机构
利润归集的跟进工作，其目标是在 2016 年年底之前（即多边工具的磋商限期之前），为各方发布必须的指引。在中国可
能构成常设机构的纳税人还应关注中国税务机关对于核定征收和按实征收方法适用辨析的有关进展。
关于税收协定滥用的行动计划源自税收协定优惠的授予与协定缔约方本意不符的实践困扰。参与国已同意在其税收协定的
反滥用条款中包括一项最低标准，以应对“择协避税”（即人为安排使支付项目通过特定税收协定国家以减少税负）。各国
还同意，在最低标准的实施上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这些规定需要适应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双边条约的实际谈判
需要。BEPS 报告提出了利益限制规则（目前应用于日本和美国）和主要目的测试规则（目前应用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
其他国家）。有迹象表明中国可能考虑同时在协定中使用利益限制规则和主要目的测试规则。集合投资工具（即被广泛持
有的资金）在某些情况下将可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报告也提出了有关的具体可选措施。
对于最为重要的争议解决机制，解释性声明指出，“跨国公司有助于促进贸易和国际投资，支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促进
创新和提供途径摆脱贫困，但双重征税将对这些跨国公司造成打击。双重征税还将增加资本成本，阻碍对有关经济体的投
资。”
BEPS 项目第 14 项行动计划所制定的措施旨在提高相互协商程序（即 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简称“MAP”）的有效
性和效率。经合组织有关 MAP 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2013 年年末有超过 4,600 起 MAP 个案发生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四个
伙伴国之间，其中包括在当年新增的 1,900 起个案。
新的最低标准将确保与 MAP 相关的税收协定义务能够得到善意且充分的执行，使 MAP 案件可以得到及时解决，并且保证
纳税人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有途径可以申请启动 MAP。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将建立一个“有效的相互监督机制，定期通过财政事务委员会向二十国集团提交报告”。这种类型的机
制已经在税务透明与信息交换全球论坛运作良好，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未来 MAP 机制的应用具备一致性。
覆盖 90%MAP 个案的二十个国家（但不包括中国）表示，将在其税收协定中加入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仲裁条款，并使用
“最终最佳提议”（即“last best offer”）的方法。这一方法需要独立的仲裁员在各争议国提出的建议方案之间进行选择，而不
是由仲裁员自行决定仲裁方案。虽然美国（ 系上述二十个国家之一）尚未决定是否参加谈判，但仲裁条款的加入应会通过
多边工具进行。
下一步工作
二十国集团和经合组织将在 2016 年进行的工作包括：
•
•
•
•
•

有害税收实践：修订有关标准，扩大非经合组织成员国家的参与
税收协定滥用：某些基金的协定优惠授予
利息：确定最终的集团比例剥离设计，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特殊规则
常设机构： 利润归集规则
转让定价：金融交易，利润分割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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