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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函[2007]403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畫單列市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 

 

2006年 8月 21日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簽署了《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

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以下簡稱《安排》）。《安排》於 2007年 1月 1日起在內地執行。

為做好《安排》的執行工作，現就《安排》有關條文解釋等問題明確如下： 

 

一、 關於《安排》與稅收法規的關係 

 
《安排》是協調劃分兩地稅收管轄權並對兩地納稅人共同適用的法律規範。在稅收法規與《安排》

規定不一致時，應以《安排》為准。但當稅收法規所規定的待遇優於《安排》時，可以按照稅收法

規處理。 

 
二、 關於《安排》的執行時間 

 
《安排》在內地於 2007年 1月 1日起執行。適用于納稅人 2007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的所得。在

對居民企業或個人執行《安排》規定按停留時間判定納稅義務時自 2007年 1月 1日起開始計算。 

 
三、 關於第四條居民 

 

（一） 居民的定義及判定 

本條款對居民的定義分別按各自法律做出規定。是否為本地居民由雙方自行判定。 

 

（二） 第四條第一款（二）項，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是指： 

1. 通常居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個人，即在香港擁有其本人及家人生活、居住的永久性住

所的個人； 

 
2. 在某課稅年度內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逗留超過 180天或在連續兩個課稅年度（其中一個

是有關的課稅年度）內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逗留超過 300 天的個人，即臨時在香港工作、

居住的個人； 

 
3. 香港法人居民，是指在香港成立的法團公司（包括具有法團地位的公司，下同）；或

在香港以外成立的，但通常實際管理或控制中心在香港的法團公司，即公司整體日常

業務營運的管理或施行管理層決策，或由董事會制定管理決策等在香港進行（例如外

國銀行設在香港的分行如並不承擔該外國銀行整體營運的管理和決策，不應屬於享受

“安排”待遇的香港居民）。 

 

（三） 符合居民條件享受《安排》待遇問題 

 
上述 1項所述通常居於香港的居民個人如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工作，雖然會按照工作所在國

或地區法律關於居民標準的規定，構成該國家或地區稅收居民，但如其按香港法律規定由

於其永久性住所在香港等原因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仍應享受《安排》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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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2項所述臨時居住於香港的個人在內地取得所得或發生納稅義務時，應按其作為永久

性居民所屬地執行相關協定（安排）。即，如其僅為香港臨時居民，同時也是其他國家或

地區永久性居民，則應對其執行中國與該其他國家或地區間稅收協定；如中國與該其他國

家或地區間沒有稅收協定，則執行國內法的規定。 

 
要求享受《安排》待遇的香港居民，尤其是涉及構成其他國家（地區）居民個人或在香港

以外地區成立的居民法人，應慎重執行《安排》規定。對其居民身份判定不清的由縣以上

主管稅務機關向上述居民開具《關於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稅務主管當局出具居民身份證明的

函》，由納稅人據此向香港稅務局申請為其開具香港居民身份證明（身份證明表樣附後），

或將情況報送稅務總局審定。 

 

四、  關於第五條常設機構 

 

(一)   第五條第一款，“常設機構”是指企業進行全部或部分營業的固定營業場所，其中固定營業

場所不僅指一方企業在另一方從事經營活動經登記註冊設立的辦事處、分支機搆等固定場

所，也包括由於為另一方企業提供長期服務而使用的辦公室或其他類似的辦公設施等。該

規定不影響本條其他款項規定的執行。 

 
(二)    關於第三款（二）項，判定一方企業通過雇員或者雇用的其他人員在另一方提供的勞務活動

構成常設機構問題。 

 
由於條款“一方企業派其雇員到另一方從事勞務活動在任何 12個月中連續或累計超過 6個

月”的規定中僅提及“月”為計算單位，執行中可不考慮具體天數。為便於操作，對上述月份

的計算暫按以下方法掌握： 

 
即香港企業為內地某專案提供服務（包括諮詢服務），以該企業派其雇員為實施服務專案

第一次抵達內地的月份起直到完成服務專案雇員最後離開內地的月份作為計算期間，在此

期間如連續 30天沒有雇員在境內從事服務活動，可扣除一個月，按此計算超過 6個月的，

即為在內地構成常設機構。對超過 12個月的服務專案，應以雇員在該項目總延續期間中任

何抵達月份或離開月份推算的 12個月為一個計算期間。 

 
(三)    關於“來料加工”業務的納稅判定 

 
內地企業從香港企業承接加工貿易業務，香港企業在內地參與加工產品的生產、監督、管

理或銷售，按照《安排》第五條規定，可視該香港企業構成了內地的常設機構，並應對歸

屬於該常設機構的利潤徵稅。但此規定尚未改變目前內地對承攬“來料加工”的上述內地企

業按其取得的加工費收入徵收企業所得稅的實際做法。 

 

五、 關於第九條聯屬企業 

 
執行此條規定涉及對聯屬企業的認定及稅務管理，以及在執行第十一條利息第七款及第十二條特許

權使用費第六款提及的支付款項人與受益所有人之間有特殊關係，並涉及納稅調整時，應按國內法

及有關規定執行。 

 

六、 關於第十一條利息 

 
根據《安排》第十一條利息條款規定，香港居民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從內地取得的利息收入，按

7%稅率在內地交納利息所得稅。為防止對《安排》的濫用，對構成香港臨時居民，但同時仍為協

力廠商永久性居民的，或香港居民個人已失去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成為協力廠商居民的，不享

受《安排》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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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居民個人從內地取得的儲蓄存款利息可憑其身份證、回鄉證或香港稅務局開具的證明等有效

證件直接向儲蓄機構辦理享受《安排》優惠待遇手續。具體徵稅程式仍按《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外籍

個人和港澳臺居民個人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人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9〕201號）

執行。 

 
對香港居民個人或法人從內地取得的其他形式的利息收入，可由其扣繳義務人憑相關資料（居民身

份證明、產生利息收入的合同等相關資料），向利息發生地稅務機關申請享受《安排》優惠待遇，

當地稅務機關按《安排》規定稅率辦理相關徵稅事宜。  

 

七、 關於第十三條財產收益 

 

（一） 轉讓主要財產為不動產所組成的公司股份取得的收益 

第十三條第四款及議定書第二條，關於轉讓公司股份取得的收益，如該公司的財產主要由

不動產所組成，則該不動產所在方擁有徵稅權的規定中“主要”一詞，根據議定書的規定為

50%以上。對該規定暫按該股份持有人持有公司股份期間公司帳面資產曾經達到 50%以上

為不動產理解及執行。 

 

（二） 轉讓其他公司股份取得的收益 

第十三條第五款，關於轉讓公司股份取得的收益，該項股份又相當於一方居民公司至少

25%的股權時，可以在該一方徵稅的規定，執行時暫按以下原則掌握：即如香港居民曾經

擁有內地公司 25%以上的股份，當其將該項股份全部或部分轉讓並取得收益時，內地擁有

徵稅權。 

 

（三） 雖有上述規定，雙方可以通過磋商對“曾經”另行商定具體時限。 

 

八、 關於第十四條受雇所得 

 
受雇所得是指非獨立個人勞務所得。本條第二款（一）項將原安排的“在有關納稅年度停留連續或

累計不超過 183天”改為“在有關納稅年度開始或終了的任何十二個月停留連續或累計不超過 183

天”，對此項規定暫按以下解釋執行： 

 

（一） “在有關納稅年度開始或終了的任何十二個月停留連續或累計不超過 183天”一語，是指以

任何入境日所在月份往後計算的每 12個月或以任何離境日所在月份往前計算的 12個月中

停留連續或累計不超過 183天。 

 
   按上述原則計算，香港居民個人在內地停留連續或累計超過 183天的 12個月的開始或

終了月份分別處於兩個年度的，在兩個年度中其內地的所有工作月份取得的所得均應在內

地負有納稅義務。 

 
   例如：某香港個人分別在 2007年度的 2月、4月、11月、12月和 2008年度的 3月、4

月、5月、10月、12月來內地從事受雇活動，其中 2007年 11月至 2008年 10月期間停

留超過了 183天，應對該受雇人員按其達到 183天停留期的 2007年 11月和 2008年 10

月所在的納稅年度即 2007年和 2008年度所有在內地停留的月份徵稅，即：既包括 2007

年 11月至 2008年 10月的 12個月期間的停留月份，也包括此 12個月期間所在年度 2007

年的 2月、4月和 2008年的 12月。 

 

（二） 具體操作確定納稅義務和計算應稅所得時，可按以下步驟進行： 

 

1． 在有關個人每次申報納稅期限內或離境日時，往回推算 12個月，並計算在此 12個

月中該個人停留連續或累計是否達到 183天，對達到 183天所涉及的一個或兩個年

度中在內地的工作月份均應確定負有納稅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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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體計算有關月份的應納稅所得額及適用公式時，仍按《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執行稅收

協定和個人所得稅法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4〕97號）規定的方法和計算

公式執行。 

 

九、 關於獨立個人勞務活動 

 
《安排》第三條對“企業”的定義包括了法人實體和個人，對“經營”的定義包括了法人實體和個人的

經營活動。因此，《安排》中不再單列獨立個人勞務條款。對獨立個人勞務活動，可根據常設機構

條款規定判定納稅義務。如香港居民以獨立個人身份在內地從事經營活動，按常設機構條款規定符

合構成常設機構標準的，對該香港居民以獨立個人身份在內地取得的所得按個人所得稅法有關規定

處理。 

 

十、 關於第二十一條消除雙重徵稅方法 

 

《安排》增加了第三款關於間接抵免的規定，指一方居民公司到另一方進行投資活動，如在另一方

的公司投資股份不少於 10%時，對從該公司取得的股息在另一方所負擔的企業所得稅給予抵免。 

 
十一、關於第二十三條協商程式 

 
根據第一款規定，當納稅人認為一方或者雙方所採取的措施，導致或將導致對其不符合本《安排》

規定的徵稅，可以不考慮各自內部法律的補救辦法，直接將案情提交本人為其居民的主管當局（但

必須在三年內提出）。各級稅務機關在執行《安排》時發生異議，需與香港稅務當局聯繫交涉的，

應上報稅務總局，統一由稅務總局與香港稅務局協商解決。 

 
十二、關於第二十四條資訊交換 

 
《安排》執行後，雙方稅務當局即可開展資訊交換工作。要求交換的資訊可以是納稅人發生于《安

排》開始執行以前年度的資訊。但該資訊應適用於《安排》執行後納稅年度的稅收。 

 
十三、關於第二十五條其他規則 

 
此條款涉及的防止“規避繳稅的法律及措施”應理解為包括防止濫用《安排》的規定。 

 
十四、其他 

 
對於本通知未予明確的其他規定，凡與我對外所簽協定規定一致的，可以參照有關協定的解釋性檔

及相關執行程式等規定處理；本通知所做解釋的有關條款規定，凡與我對外所簽協定有關條款規定

內容完全一致，但在以往有關協定解釋文件中未做明確的，本通知的解釋規定同樣適用於其他協定

相同條款的解釋及執行；對原安排條款規定所作的解釋性檔，凡與本《安排》條款規定內容一致的，

應繼續有效。 

 

請各地正確理解、執行《安排》各條款規定，對執行中出現的問題及時向稅務總局國際司反映。 

 
附件： 

 
1.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居民身份證明書申請表（個

人）  

        
2.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居民身份證明書申請表（公

司、合夥、信託和其他團體） 

 
 

國家稅務總局 

二○○七年四月四日 

http://www.bycpa.com/download/china/guoshuifa.2004.97.pdf
http://www.bycpa.com/download/china/guoshuifa.2004.97.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