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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 

 

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第六项行动

计划对以利润来源为基础的税收

管辖地区的影响：以香港为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于 2015 年 10 月 5 日就税基侵蚀和利

润转移行动计划的第六项行动公布了最终报告("报告")。这报告名为

“防止不当授予税收协议优惠”，当中提供经合组织的税收协议和评

论范本以处理协议中不恰当的利益授与和其他潜在的条约滥用情况。  

 

当有关建议在各国落实时，本文总结了该报告对香港的潜在影响。 

 

Ⅰ. 与香港的关系 

 

2013 年 11 月1，香港政府当局承诺启动相关研究，让本地的利益相关

者以适合的方式响应 15 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2015 年 2

月2，香港政府表示将审视本行政区域内现有的税收制度，包括现有税

收原则的适用程度，税收优惠条款和反避税措施的强制履行情况，并

评估在何等程度上香港能够满足衍生中的国际标准。 

 

关于第六项行动计划，香港税务局预见在未来的谈判中，与香港签订

税收协议的另一方将会要求香港采取这些提议的措施，以防止税收协

议的滥用，尤其是择协避税。 

 

为了应对税收协议的滥用问题，该报告建议从三个方向采取措施3: 

 

1. 税收协议的双方在税收协议的名称和序言中加入清楚的表述以避免

为税基侵蚀或偷逃税款而不征税或少征税款而创造任何空间； 

2. 在税收协议中加入「利益限制」的特定反避税条款； 

3. 在税收协议中，加入基于「主要交易或安排目的」（简称"主要目

的"）的一般反避税条款以应对那些在「利益限制」适用范围之外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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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前设下，以下的问题与香港政府可能相关： 

 

情况 A： 缔约国的纳税人在香港申报一项离岸收入，而该项收入在缔约国亦不需征税。在这个情

况下，纳税人可能面对双重不征税的挑战。 

情况 B： 一家在香港没有太多业务的公司，即使符合税收协议下的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该公司亦

可能不符合申请税收协议优惠的资格。 

情况 C： 一项交易即使符合香港税收协议规定的优惠，香港当局也可能启动反避税条款，去否定

其获得的利益。 

 

Ⅱ. 讨论 

 

A. 税收协议的标题和序言 

 

如上所述,行动六的最终报告包括修改经合组织模型的标题和序言条约，用以澄清经合组织对消除双重

征税的决心，同时亦消除让公司透过滥用税收协议来逃税或避税的机会。4 

 

由于香港采取属地征收的税收制度，来源于香港的收入在香港有纳税义务，来源于香港之外的收入在

香港则没有纳税义务。为了决定收入来源，香港一直采用「运营测试」，即找出那些活动以产生实质

利润和找出这些活动所进行的地方作为纳税原则。从本质上讲,运营测试就是确定业务实际利润出现的

所在处。 

 

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出现，某些跨境经营产生的利润是离岸来源，作为香港税收居民来说是不征税。

同时，根据税收协议规定，这些利润在协议缔约国也可能是不征税的(比如，该项活动在协议缔约国没

有构成税收协议中常设机构5定义)。现在还不清楚这种交易是否将会被认定为双重不征税的交易，从而

导致原本可以享受税收协议优惠而变得无法享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是否意味着香港税收居民将被

认定为在协议缔约国另一方具有应税地位，将在该国纳税（方法 1）? 

 

如果方法 1 被采纳，以下奇怪的事情有可能发生： 

 

 香港税收居民在香港不负纳税义务（因为提出了离岸豁免申请）而在外国也不征税（因为不构

成常设机构）； 

 因为双重不征税的存在，香港税收居民在协议缔约国另一方被认定为常设机构，从而被要求在

该国承担纳税义务； 

 随后，香港税务局不允许香港税收居民的离岸豁免申请，要求该香港税收居民在香港负担纳税

义务； 

 

从这事情的实际效果来讲，方法 1 在开始时已经不成立（即没有双重不征税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

香港税收居民可以向协议缔约国另一方申请退税？ 

 

再伸延这一论点,这个结果会否鼓励香港政府收紧离岸收入的申请,令香港居民必须支付香港一些税款,否

则该收入需要在其他国家应税呢？ 

                                                
4 修订版本如下: 
 协定的标题 

A 国与 B 国针对消除收入和资本双重征税和防止税基侵蚀与逃避税款 

 协定的序言 

A 国和 B 国， 

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并加强在税收领域的合作，消除针对所得和资本的双重征税，避免通过税基侵蚀或避税（包括通过择

协避税，即安排通过利用税收协定第三国税收居民间接获得本无法直接获得的税收利益）产生双重不征税或减少税收。 
5 报告 Section A(1)(b)( vii)包括了针对第三方国家常设机构的特殊反避税条款。 

 



 

也许香港税务居民意识到自己身处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情况下，使他们不得不向具有税收管辖权

的其中一方交税。那么香港税收居民可能只向香港税务局递交利得税申报表，而不申请离岸税收优

惠。因为申请离岸收入的结果往往总是不确定，而且申请的额外工作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

下变得不化算，况且香港的公司利得税税率 16.5%被普遍认为低于大多数协议缔约国。 

 

当前，如果一项收入在香港和协议缔约国另一方都不征税的话，它将在特定情况下被视为在香港征

税。例如在香港税务条例 23C(2A)至(2D)下，若果国际航空的运营收入在香港和协议缔约国另一方根

据税务协议或航空收入协议均不征税，该收入将在香港征税。 

 

香港可能需要考虑引入上述方法作为解决双重不征税问题的机制（方法 2）。可是，如果协议缔约国另

一方引入同样的机制，又将导致另一双重征税的问题。 

 

B. 利益限制条款 

 

行动六的最终报告建议于税收条约添加利益限制条款以阻止滥用条款,但这将带来额外的工作。最后一

个版本的利益限制条款规则预计将在 2016 年出台。 

 

按当前的建议，利益限制条款拥有以下特征： 

 

 该条款认可政府、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其他被公众持有的公司一般不会为了滥用条款而建立

的。 

 如果个人符合协议规定的居民身份要求，一般将会被授予税收协议优惠； 

 对没有被公众持有的公司引入「实质营业活动」测试。 

 

但由于「实质营业活动」测试潜在的广泛适用性，其影响有可能极之深远。关于利益限制条款（第 47

段）的注释如下： 

 

＂如果一间公司通过有关人士（例如公司的管理层或者雇员），积极进行管理和运营活动，该实

体将被视为拥有实质营业活动。＂ 

 

然而，根据协议注释第 48 段，公司总部的运营不会被认为是实质营业活动： 

 

＂因为公司总部运营主要是管理投资，所以一家公司的主要职能仅仅是作为一个公司总部将不被

认为是实质营业活动。＂ 

 

如果没有利益限制条款，税收居民只从事公司总部运营活动的话，而该公司并不是导管公司以将其利

益转移给第三方6（即该公司必须是该项收益的受益所有人），则一般都可以享受税收协议优惠。将来

因为利益限制条款及「实质营业活动」测试的存在，公司必须从事实质的商业活动，而不是仅仅从事

公司总部运营活动以获得税务协议利益。 

 

这对香港的影响非常深远。一家作为控股投资而没有实质经营的香港公司现在仍然可能享受税收协议

优惠待遇，但将来很有机会因为利益限制条款而变得不可能。这可能影响香港在亚太地区作为一个进

出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的投资通道地位。 

 

                                                
6  有关受益所有权，请参考 Indofood International Finance Ltd. v. JPMorgan Chase Bank N.A., London Branch, A3/2005/2497；Prevost 

Car Inc. v. Regina, 2009 FCA 57, 2009 DTC 5053；及 Velcro Canada Inc, v Regina, 2012 TCC 57。 



在实务操作中，香港税务局在授予税收居民身份证书时已考虑到税收协议的因素，并采取更严格的要

求，看来是为了响应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最新发展和其他协议缔约国的忧虑。所以香港税务局由

2015 年 2 月起在推出最新的居民身份证书申请表格时所要求披露的综合信息较以前大幅增加。香港税

务局与香港会计师公会的会议上，香港税务局表示在授予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证时，无论公司是否在香

港成立，香港税务局也会检视公司是否符合协议的其他条件，例如是否公司收益人及是否滥用协议等

因素。香港税务局亦会拒绝向那些「纸上」公司发出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总括而言，税务局收紧

了相关的审查程序，例如要求申请的公司必须在香港具备「商业实质」，并以此来判断公司的管理或

控制活动是否香港进行。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还可能对新订立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豁免法规产生影

响。根据 2015 年 7 月 15 日订立的《香港税务条例（修改）（第二号）》，规定将香港离岸基金豁免

范围扩展至与香港没有联系和一些特定交易的非香港私募股基金。7 

 

在有关税收豁免制度下，一个私募股权基金只可进行特定的交易，包括投资组合公司中的股票交易，

或特殊目的载体的股票交易。而特殊目的载体只可以用来间接或直接地持有或管理一个或多个投资组

合公司。此外，这些特殊目的载体不能在香港进行其他经营活动。因为特殊目的载体的限制，它只可

以进行公司总部营运活动。如上文所述，根据利益限制条款规定，特殊目的载体有可能不被识别在进

行「实质营业活动」。固此，根据香港（特殊目的载体被视作税收居民）与协议缔约国（投资组合公

司被视作税收居民）签订的税收协议中最新的利益限制条款，那些特殊目的载体将不能享受协议中的

各种优惠，包括适用于股息和资本收入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优惠。希望香港政府会扩大特殊目的载体可

从事的经营活动范围来应对利益限制条款规定。 

 

C. 主要目的测试 

 

行动六的最终报告加入了防止滥用条例。这条例是以交易或安排的主要目的(即「主要目的测试」)去识

别那些不受利益限制条款所限制的交易安排。 

 

最终报告指出: 

 

在不抵触税收协议中的其他条款的情况下，如果审视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后，获取优惠是安排该

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则不能赋予此优惠，除非纳税人能够证明授予该优惠是符合本协议相关条

款的宗旨和目的。 

 

这条规定协助了那些没有当地明文法例去应对不当使用税收协议谋取利益的国家以杜绝此行为，也进

一步强化那些已经使用当地明文法例去应对这情况的国家。 

 

与香港反避税条文8相似，如果一项安排或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税收协议利益，「主要目的

测试」条款将可以否定其获取的税收协议利益。 「主要目的测试」同时亦能应对利益限制条款无法适

用的情形，例如在申请税收协议优惠时，上市公司可能满足利益限制条款，但却不能通过「主要目的

测试」。 

 

即使没有 「主要目的测试」，香港反避税规定能否适用于税收协议是一个疑问，因为税收协议一般而

言是凌驾于本地法例之上。故此，某些税收协议加入了「其他」条款来应对这种情况。例如香港与科

威特所签订的税收协议第 27 条规定：本协议中任何条文，无论是否明确表示，都不能阻止协议缔约国

针对避税使用当地法律和规定。 

 

总括而言，「主要目的测试」为香港清晰地厘定了香港当地反避税条文能适用于税收协议层面。 

                                                
7 请参见德勤税务评论（2014 年 6 月 13 日）- 关于扩展香港离岸基金豁免的提议：迈向正确的方向；和（2015 年 5 月 12 日）的评论 - 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香港离岸豁免提议的最近进展。 
8 香港反避税条文 S61 及 S61A 均为反避税条文。S61 主要针对以避税为目的的虚假或虚构交易；S61A 则打击以取得税务益为唯一及主要目的的

安排。 



 

Ⅲ. 结论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第六项行动计划中，三管齐下的方法的确能处理滥用税收协议的问题。可是，部

分条款需要更清晰的解释，尤其是那些以收入来源地为征税原则的地区（例如香港）。没有明确解

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将有机会被削弱，也可能令税源的进一步流失给其他征税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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