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明晰“受益所有人”的判定

中国税务快讯
第三期  2018年2月  

法规

解读

协作

对于跨境经营企业来说，是否满足相关双边税收协定对于“受

益所有人”的判定从而适用税收协定优惠待遇，一直是行业内

的热点话题。2018 年 2 月 3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

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9 号，以下简称“9 号公告”），适用于 2018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发生纳税义务或扣缴义务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待遇的事项。 

9 号公告废止了国税函 [2009]601 号（“601 号文”）和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2] 第 30 号（“30 号公告”），进一步更

新和明确了中国税务机关对于非居民企业就来自于中国股息、

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是否满足“受益所有人”的判断标准。同

时，9 号公告对于享受税收协定中的股息相关优惠给予了更为

有利的规则。

 
9 号公告较 601 号文修订内容对比重点：

9 号公告提高了 601 号文中规定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对于受益所

有人不利因素的判断标准；删除了第三项和第四项因素；保留

了第五项到第七项判定因素。具体对比如下：

601 号文 9 号公告

㈠ 请人有义务在规定时间（比

如在收到所得的 12 个月）内
将所得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比
如 60% 以上）支付或派发给
第三国（地区）居民。

㈠ 申请人有义务在收到所得的 12
个月内将所得的 50% 以上支
付给第三国（地区）居民，“有
义务”包括约定义务和虽未约
定义务但已形成支付事实的情
形；



㈡	除持有所得据以产生的财产
或权利外，申请人没有或几
乎没有其他经营活动。

㈡ 申请人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构成
实质性经营活动。实质性经营
活动包括具有实质性的制造、
经销、管理等活动。申请人从
事的经营活动是否具有实质
性，应根据其实际履行的功能
及承担的风险进行判定。

申请人从事的具有实质性的投
资控股管理活动，可以构成实
质性经营活动；申请人从事不
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的投资控
股管理活动，同时从事其他经
营活动的，如果其他经营活动
不够显著，不构成实质性经营
活动。

㈢	在申请人是公司等实体的情
况下，申请人的资产、规模
和人员配置较小（或少），
与所得数额难以匹配。

删除

㈣	对于所得或所得据以产生的
财产或权利，申请人没有或
几乎没有控制权或处置权，
也不承担或很少承担风险。

删除

㈤	缔约对方国际（地区）对有
关所得不征税或免税，或征
税但实际税率极低。

保留，同 601 号文

㈥	在利息据以产生和支付的贷
款合同之外，存在债权人与
第三人之间在数额、利率和
签订时间等方面相近的其他
贷款或存款合同。

保留，同 601 号文

㈦	在特许权使用费据以产生和
支付的版权、专利、技术等
使用权转让合同之外，存在
申请人与第三人之间在有关
版权、专利、技术等的使用
权或所有权方面的转让合同。

保留，同 601 号文

9 号公告对第一项不利因素的修订主要为：

1) 将支付或派发比例由 60% 降低为 50%;

2) 将“规定时间”明确为收到所得的 12 个月内

3) “有义务”包括约定义务和虽未约定义务但已形成支付事实

的情形。

对于第 3 小点，9 号公告判定的标准不仅在法定意义上的

支付义务，同时还会考虑是否已形成支付的事实。我们通

过 9 号公告解读的反面案例，深入了解到即使股息通过“关

联贷款”名义支付也有可能形成“支付事实”的情形。

9 号公告对第二项至第四项因素的修订主要为：

1) 进一步明晰了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内容和判定，即“申请人从

事的经营活动是否具有实质性，应根据其实际履行的功能及

承担的风险进行判定。”

2) 针对投资控股管理活动是否可以构成实质性经营活动，9 号

公告通过列举案列，从“投资前期研究、评估分析、投资决策、

投资实施以及投资后续管理等”方面来判断从事投资控股管

理活动的申请人是否满足实质性经营活动。另外，通过 9 号

公告解读中提及的案例来看，中国税务机关对于申请人的投

资控股管理活动的“实质”有着比以前更高的要求，当其经

营活动所得占比不足申请人全部所得的 8% 即为不够显著。

由上述改变可见，此次 9 号公告虽然将不利因素由原来的七项

缩减至五项，对其中的判定标准（例如申请人的实质性经营活

动判定）更为严苛和细化。因此，相关集团和企业应该及时审

慎考虑目前现有的集团架构和功能分布，从而提早做好对新规

的应对。

扩大了 30 号公告安全港的范围 

9 号公告规定，股息适用范围从上市公司扩大到对方政府和个

人，即若申请人为缔约对方的政府、上市公司或居民个人且直

接或间接持有 100% 中国居民公司股份，申请人可直接被判定

为股息的受益所有人，无需按照 9 号公告中的五项不利因素进

行判断。但申请人的持股比例应当在取得股息前连续 12 个月

以内任一时间皆满足规定比例。

9 号公告解读中对于上述安全港规定提供了三个示例，由示例

可以看出，如申请人同时被其所在国个人、所在国上市公司和

所在国政府合计持股达到 100%，也符合上述安全港判定。

针对境外多层架构，放宽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条件

根据 601 号文和 30 号公告，若申请人不符合安全港条件，或

经综合判断无法满足受益所有人条件，则其源于中国的所得无

法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9 号公告的出台，针对不符合安全

港或满足受益所有人的申请人，若能符合以下两种情形，仍可

申请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1) 直接或间接持有申请人 100% 股份的人符合“受益所有人”

条件，且为申请人所属居民国（地区）居民；

2) 直接或间接持有申请人 100% 股份的人符合“受益所有人”

条件，但不是申请人所属居民国（地区）居民，该人或间接

持有股份情形下的中间层符合相关条件。

情形一：直接或间接持有申请人 100% 股份的人符合“受益所

有人”条件，且为申请人所属居民国（地区）居民

针对情形一，9 号公告官方解读给予了如下示例：

示例一：香港居民 A 投资内地居民并取得股息，香港居民 B
直接持有香港居民 B100% 的股份，虽然香港居民 A 不符合“受

益所有人”条件，但是，如果香港居民 B 符合“受益所有人”

条件，应认为香港居民 A 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

香港居民 B

香港居民 A

内地居民

100%



情形二：直接或间接持有申请人 100% 股份的人符合“受益所

有人”条件，但不是申请人所属居民国（地区）居民，该人或

间接持有股份情形下的中间层符合相关条件

针对情形二，9 号公告官方解读给予了如下示例：

示例二：香港居民 C 全资控股内地居民并取得股息，新加坡

居民 E 通过新加坡居民 D 间接持有香港居民 C 100% 的股份，

虽然香港居民 C 不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但是，如果新

加坡居民 E 符合“受益所有人”条件， 并且新加坡居民 E 和

新加坡居民 D 从中国取得的所得为股息时，根据中国与新加

坡签署的税收协定可享受的税收协定待遇均和香港居民 C 可

享受的税收协定待遇相同，应认为香港居民 C 具有“受益人

所有人”身份，可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致同观察

9 号公告的发布总体而言对于非居民企业来源中国的例如股息

利息等收入具有一定的利好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于若干问题的

明确以及政策口径调整所带来的更多享受协定优惠的机会。然

而，与此同时，9 号公告也对于受益所有人的判定提供了更加

细化和明确的标准，也将给相关企业带来一定的挑战。

根据现在对外支付的流程，中国居民企业需要向非居民企业支

付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时，需要向其主管税务机关进行支

付备案，并自行判断是否可以享受税收协定。虽然，实务上很

多税务机关仍将协定优惠的判定以及纳税作为出具支付备案的

先决条件，但是对于部分确实已经实施备案流程同时配比税务

机关后续管理的企业来说，在自行判断是否可以享受协定优惠

从而提供税收有效性的同时确保税收合规性将是一大挑战。

因此，我们建议相关企业进行以下操作：

• 结合此次新规，基于目前集团架构和功能分配，审慎评估政

策带来的红利和挑战；

• 对于集团内部的相关安排，进行适当调整，以夯实政策红利

的可享受性；

• 及时准备并维护好相关支持性文档（例如公司章程，财务报

表，董事会记录，相关职能和风险承担情况等），以备应对

税局的后续管理和可能的质疑。

致同希望可以就上述事项进行纳税评估和实操为您提供专业服

务。
9 号公告其他变化

9 号公告还进一步明确了受益所有人判定的其他条件：

• 进一步明确了不属于“代为收取所得”的情形，即代理人代

为收取款项，不包括股东基于持有股份取得的股息，债权人

基于持有债权取得利息，特许权授予人基于授予特许权而取

得特许权使用费。同时，9 号公告再次重申了代理人代为收

取所得不影响申请人受益所有人身份的认定。

• 进一步明确表示即使申请人具有受益所有人身份，但主管税

务机关仍可利用一般反避税规则否定申请人的受益所有人身

份。

• 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受益所有人”身份

（例如所得所属年度或上一年度的申请人或其股东税收居民

身份）。

新加坡居民 E

新加坡居民 D

香港居民 C

内地居民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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