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明確受益所有人的標準 — 香港稅務角度探析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終於頒佈了各界期待已久的9號公告。9號公告自2018年4月

1日起生效，並取代關於外國投資者就從中國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

費 ( “消極所得” ) 申請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兩個主要規範性檔 ——  601號

文和30號公告。 

 

9號公告就納稅人判定其受益所有人身份以根據中國內地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享

受稅收協定待遇提供了額外的指引。9號公告的發佈，顯示了國家稅務總局落

實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 (BEPS) 第6項行動計畫的建議，致力防範稅收協定被濫

用的決心。 

受益所有人身份分析的主要變動包括： 

 

(i) 擴大 “安全港” 規則 (30號公告) 
(ii) 稅收協定待遇的相同稅務管轄權規則 
(iii) 修訂現有不利因素 (601號文) 

 

擴大的 “安全港” 規則和 “稅收協定待遇的相同稅務管轄權規則” 僅適用於股

息，而判定受益所有人身份的不利因素則適用於消極所得。 

 

擴大 “安全港” 規則 (30號公告) 

9號公告擴大了關於股息所得的現有安全港範圍，涵蓋從中國直接取得股息的

政府、上市公司和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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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 

 
從2018年4月1日起，9號公告取代

了601號文和30號公告。9號公告明

確制定了外國投資者就從中國取得的

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申請享受

稅收協定待遇有關的規定。  

 

通過香港在中國市場進行投資的外

國投資者要重新審視其目前的持股

架構，以厘定9號公告下擴大的  

“安全港” 規則和稅收協定待遇的

相同稅務管轄權規則是否能夠適

用，以確保香港控股公司可按照中

國內地和香港的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安排享受稅收協定待遇。 

 

鑒於香港稅務局就開具稅收居民身

份證明所採取的做法，香港稅務局

是否會根據9號公告的規定，採取務

實的做法開具香港稅收居民身份證

明，目前還是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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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屬間接持股情況，所有中間控股公司必須是上述政府、上市公司或個

人擁有居民身份的稅收協定締約國 (地區) 的居民或中國居民。 

 

此外，股息收取方在取得股息收入前必須擁有有關中國企業的股份至少達12個

月。 

 

新的 “稅收協定待遇的相同稅務管轄權規則” 

9號公告亦引入了 “稅收協定待遇的相同稅務管轄權規則”。如果從中國直接

取得股息的一方並不符合受益所有人身份的資格，在同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的

情況下仍合資格享受稅收協定待遇： 

 

(i) 直接或間接持有直接收取股息一方100%股權的投資者本身為合資格受益所

有人；且 

(ii) 投資者是與直接收取股息一方相同稅務轄區的稅收居民，或其所屬的另

一稅務轄區與中國訂立的避免雙重徵稅協定可提供相同或更為優惠的稅

收協定待遇。 

  

修訂不利因素 (601號文) 

9號公告亦對601號文的 “七項不利因素” 作出了一些修訂： 

• 對首個不利因素作出修訂以考慮投資者 (即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 是否有義

務在收到來自中國的股息後的12個月內將所得股息的50%以上支付或分派

給第三國 (地區) 居民。根據9號公告的定義，“有義務支付” 包括約定義

務和雖未約定義務但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實際上已經將有關收入支付予其

于第三國 (地區) 的股東或其他人士的情況。 

• 對第二個不利因素作出修訂，以更加明確地界定申請人從事的經營活動是

否 “實質性經營活動” 的概念。實質性經營活動包括具有實質性的製造、

經銷、管理等活動，而申請人從事的經營活動是否具有實質性，應根據其

實際履行的功能及承擔的風險進行判定。  

 

若申請人從事投資控股和管理活動，進行有關活動所要求的實質性經營活

動一般包括投資前期研究、評估分析、投資決策、投資實施和投資後續管

理。若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的投資控股、管理和其他經營活動被視為不夠

顯著，則會被認為不構成實質性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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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居民身份證明 (“TRC”) 的要求 – 香港稅收協定待遇申請 

就申請稅收協定待遇報送稅收居民身份證明的具體要求已作出修訂，詳情如

下： 

• 根據擴大的 “安全港” 規則，香港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香港稅收協定

待遇申請人的最終和中間股東均須提交各自的香港稅收居民身份證明（除

非中間股東為中國居民）； 

• 根據 “相同稅務轄區規則”，香港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和符合受益所有人

資格的股東均須提交香港稅收居民身份證明； 

• 根據 “相同協定待遇規則”，香港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符合受益所有人

資格的香港稅收協定待遇申請人的全資股東以及所有全資中間控股公司均

需從訂立稅收協定的相關稅務轄區取得稅收居民身份證明。 

 

畢馬威觀察 

為進一步完善中國 “受益所有人” 規則的9號公告廣受各界期待和歡迎。從香

港稅務角度來看，這些變化為通過香港在中國持有投資的外國投資者就從中國

取得的股息收入獲得稅收協定待遇提供更大的靈活性。 

外國投資者 (例如跨國集團) 應確保其任何香港控股公司均不是主要或純粹為了

享有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下的稅收協定待遇而成立，否則可能

觸發當局引用一般反避稅規則(GAAR) 或稅收協定主要目的測試 (PPT) 以防止

出現濫用稅收協定的情況。 

鑒於香港稅務局就開具稅收居民身份證明所採取的做法，香港稅務局是否會根

據9號公告的規定，採取務實的做法開具香港稅收居民身份證明，目前還是未

知之數。9號公告的重點是受益所有人概念強調實質性經營活動。如果其他集

團公司的實質商業和經營活動目前在相同稅務轄區規則/相同協定待遇規則下可

以被予以考慮 (在符合若干條件的情況下)，香港稅務局是否會向直接享受稅收

協定待遇的申請人開具香港稅收居民身份證明，目前仍有待分曉。 

就投資基金而言，投資管理活動可能構成實質性經營活動。這無疑會對基金行

業有利；但我們預計仍會繼續受到稅務局一定的挑戰。 

閣下如欲取得其他資料或協助，請與閣下慣常聯絡的本所稅務諮詢人員或下列

稅務諮詢人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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