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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财税和商业咨询 

 
 

I. 国际税收简介 

 

        国际税收的领域是不断变化的。

全球政治和经济决策对多国、两国

和各国的税收立法有很大影响。因

此作为纳税人，尤其是您的税务顾

问，是否紧跟立法动态至关重要。 

 

        为了在“国际税法丛林”中找准

方向，并为进一步的探讨夯实基础，

本文将简要介绍国际税法的关键术

语。 

 

II. 重要术语和协议 

 

        按英文字母顺序，下文为您列

出一些尤为相关的术语和协议： 

 

1. 预约定价协议  (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 (APA) 
 

        预约定价协议（APA）是纳税

人与至少一个税务机关之间做出的

限于一定时间段内的积极和自愿的

安排，规定了纳税人将适用于与其

相关公司的集团内部交易的转让定

价的方法。APA旨在提前避免任何

潜在的转让定价纠纷或双重征税问

题，从而在转让定价领域提供更多

的确定性。 

 

        如果一个纳税人想获得APA，

通常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一份

综合性的APA提案书。在泰国您可

以参照这一指南。 

 

2. 经合组织授权方法  (Authorized 

OECD Approach) (AOA) 
 

        在 2008 初步考虑后，经合组织

授权方法（AOA）于 2010 年在《常

设机构的利润分配报告》中被采纳。

AOA 旨在根据《税务示范公约》

（Model Tax Convention）第 7条，在

向常设机构分配利润时实施 "独立功

能实体法"（functionally separate entity 

approach）。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BEPS）项目指出，AOA 是利润分

配的新/未来标准。虽然一些国家已

经实施了 AOA（例如《德国外国税

法》第 1条），但其他国家仍坚持其

以前的规定。 

 
 

3. 欧盟反避税指令 (Anti-Tax Avoid-

ance Directive) (ATAD I 和ATAD II) 

 

        欧盟反避税指令 I（2016 年 7 月

12日 EU 2016/1164）和 II（2017年 5

月 29日EU 2017/952）旨在为整个欧

盟设定一个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

移（BEPS）的最低标准，特别是关

于经合组织 BEPS 行动计划的第 2、

3、4 和 6 项。这些法规主要与经合

组织的 BEPS 建议相一致 —— 部分

内容甚至更为深远（由于指令允许

成员国制定稍有偏离的法规）。该

指令 I和 II包含了关于扣除限制规则

（deduction limitations rule）、退税

规则（exit taxation rules）、一般反滥

用规则（GAAR）、受控外国公司

规则（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ies 

Rules）和反混合规则的（anti-hybrid 

rules）具体规定。 

 
 
 
 

        长年以来，Lorenz & Partners 高度重视通过新闻简讯和手册的方式进行信息更新，然

而我们对所提供信息的完整性、正确性或质量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新闻稿所含任何信息均

不能取代具有执业资格的律师所提供的个人咨询服务。因此，对于因使用或不使用本文中

任何信息（包括可能存在的任何种类的不完整或不正确的信息）而造成的损害，若非故意

或严重过失所致，请恕我们不承担赔偿责任。 

mailto:info@lorenz-partners.com
https://www.rd.go.th/fileadmin/download/GUIDANCE-ON-APA-PROCESS-EN.pdf
https://www.oecd.org/ctp/transfer-pricing/45689524.pdf
https://www.oecd.org/ctp/transfer-pricing/45689524.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6L1164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toc=OJ:L:2017:144:TOC&uri=uriserv:OJ.L_.2017.144.01.0001.01.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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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ase Ero-

sion and Profit Shift） (BEPS)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

项目，是由经合组织和 20 国集团制

定的，针对那些利用各国税收规则

的漏洞，人为地转移利润至经济活

动很少或没有经济活动的低税区或

者无税区的税收筹划安排。该项目

囊括了 15项行动计划（Actions）, 提

供各国政府应对 BEPS所需的国内和

国际措施。相应的，各国应当完善

其执行工具，以确保对利润的征税

行为发生在经济活动实际创造利润

的地区。这些措施和执行工具也将

降低对适用国际税收规则的争议，

标准化合规要求，从而为企业提供

更大的确定性。 

 

5. 国别报告 (Country by Country Re-

porting) (CbC Reporting or CbCR) 
 

         BEPS第13项行动计划（即转让

定价文档和国别报告）为跨国企业

（MNEs）提供了一个模板，要求跨

国企业按年度向其实际经营所在的

每个税收管辖区申报模板中所列信

息。这种报告被称为 “国别报告”

（或称为“CbC”）。BEPS行动计划

第13条中包含了一个国别报告的实

施方案（Implementation Package），

以确保和推动政府间国别报告的信

息交换。58个司法管辖区要求或允

许提交2016年国别报告（见5. ），超

过90个司法管辖区立法规定了国别

报告义务。与此同时，各司法管辖

区之间搭建的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

系已超过2500例。这意味着，基本

上每一家集团综合收益大于等于7.5

亿欧元（约合56亿人民币）的跨国

企业都被要求提交国别报告，而其

覆盖范围正在逐渐增大。 

6. 欧盟税务行政合作指令第六版

（DAC6） 

 

        简而言之，《欧盟理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关于税务领域的行政合

作的第 2011/16 号指令》在《欧盟理

事会 2018年 5月 25日第 2018/822 号

指令》中得到了修订（简称 DAC6），

引入了对潜在的激进税收筹划模式

的跨境安排的强制报告机制。该修

正案遵循BEPS第12项行动计划（强

制披露规则）并建立在共同报告标

准的基础上。根据该修正案，中介

方必须向国家当局报告具有跨境成

分的潜在激进税收筹划模式。中介

方是指在相关业务中负责设计、市

场营销、组织、管理筹划安排或实

施这种筹划安排的人（如税务顾

问）。在某些情况下，纳税人自己

必须遵守相关的披露要求。 

 
 

7.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Double Taxa-

tion Agreement) (DTA) 或 避免双重

征税条约 (Double Taxation Treaty) 

(DTT) 
 

        避免双重征税条约(Double Taxa-

tion Agreement) 是指两个国家之间为

了防止相同主体因相同收入在两个

国家遭遇双重征税的风险而签订的

协议，该协议的目的还包括为跨境

贸易和投资的待遇提供确定性，并

防止对海外商业利益的过度海外税

收和其他形式的的歧视。税务条约

的名称可以是公约、条约或协议。

此处附德国（点击此处）、泰国

（点击此处）和香港的条约（点击

此处）以供参考。 

 
 

mailto:info@lorenz-partners.com
https://www.oecd.org/tax/beps/
https://www.oecd.org/tax/beps/
https://www.oecd.org/tax/beps/beps-actions/action13/
https://www.oecd.org/tax/beps/beps-actions/action1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18L0822
https://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Web/DE/Themen/Steuern/Internationales_Steuerrecht/Staatenbezogene_Informationen/staatenbezogene_info.html
https://www.rd.go.th/english/766.html
https://www.ird.gov.hk/eng/tax/dta_inc.htm
https://www.ird.gov.hk/eng/tax/dta_in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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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FATCA) 
 

        海外账户税务合规法案 (FATCA) 

是美国于2010年制定的一项税务法

案。该法案要求海外金融机构及其

他特定的海外非金融主体遵从有关

尽职调查程序，汇报由美国账户持

有人所持有的海外资产，或符合征

收预提税的海外资产的付款。金融

机构和东道国税务机关可以与美国

传输和交换FATCA信息。详情参见

此处。 

 
 

9. 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规则 (Global 

Minimum Tax) (经合组织“双支柱”

方案之一) 

 

        为改革全球税收规则，130 个国

家和司法管辖区加入了一个新的“双

支柱”方案。该方案旨在确保大型跨

国企业在其经营和赚取利润所在地

纳税。“支柱一”方案将确保对大型

跨国企业（包括数字公司）在相关

国家更加公平的利润和税收权益的

分配。根据支柱一，预计每年将有

超过 1000 亿美元的利润的征税权重

新分配给市场所在地管辖区。“支柱

二”方案旨在通过引入全球最低企业

税率，为企业所得税的竞争设定底

线。根据支柱二，全球最低企业所

得税最低为 15%。谈判参与者已经

确定了完成谈判的时间表：在 2021

年 10 月前，完成双支柱方案的剩余

技术工作，并在 2023 年内制定有效

的实施计划。 

 
 

10. 包容性框架  (Inclusive Frame-

work) 
 

        经合组织/20国集团的BEPS包容

性框架下139个成员国（包括泰国、

中国和越南）和司法管辖区聚集在

一起，以就实施BEPS一揽子行动措

施（ BEPS Package ）进行合作。

BEPS包容性框架允许感兴趣的国家

和辖区与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协同

工作，共同为BEPS相关议题制定标

准，审查和监督BEPS一揽子行动措

施的实施情况。该框架积极监测

BEPS行动计划的所有执行情况，并

逐年向20国集团提交进度报告。由

于加入该框架的所有国家和辖区都

参与同行审查流程，各成员得以审

查他们自己的税收制度，从而识别

和消除构成BEPS风险的因素。 

 
 

11.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是

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发

布的一套会计准则，旨在提供一种

通用的会计语言，以提高财务信息

表述的透明度。它们对于在公共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或证券公司尤

为重要。该准则已经取代了世界各

地许多不同的国家会计准则，现已

被使用于166个司法管辖区。 

 

12. 迷你一站式服务 (Mini One Stop 

Shop) (MOSS) 
 

        迷你一站式服务 (MOSS)于2015

年1月1日生效，允许纳税人卖家在

向欧盟境内的非纳税人买家提供电

信、电视、广播和电子化服务时，

通过其通过其配备识别号的成员国

mailto:info@lorenz-partners.com
https://www.irs.gov/businesses/corporations/foreign-account-tax-compliance-act-fatca
https://www.oecd.org/tax/beps/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july-2021.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july-2021.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oecd-g20-inclusive-framework-members-joining-statement-on-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ax-challenges-arising-from-digitalisation-july-2021.pdf
https://www.oecd.org/newsroom/130-countries-and-jurisdictions-join-bold-new-framework-for-international-tax-reform.htm
https://www.oecd.org/newsroom/130-countries-and-jurisdictions-join-bold-new-framework-for-international-tax-reform.htm
https://www.oecd.org/tax/beps/about/#:~:text=The%20OECD%2FG20%20Inclusive%20Framework,implementation%20of%20the%20BEPS%20Package.&text=Countries%20now%20have%20the%20tools,and%20where%20value%20is%20created.
https://www.oecd.org/tax/beps/about/#:~:text=The%20OECD%2FG20%20Inclusive%20Framework,implementation%20of%20the%20BEPS%20Package.&text=Countries%20now%20have%20the%20tools,and%20where%20value%20is%20created.
https://www.oecd.org/tax/beps/about/#:~:text=The%20OECD%2FG20%20Inclusive%20Framework,implementation%20of%20the%20BEPS%20Package.&text=Countries%20now%20have%20the%20tools,and%20where%20value%20is%20created.
https://www.oecd.org/tax/beps/inclusive-framework-on-beps-composition.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inclusive-framework-on-beps-composition.pdf
https://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use-of-ifrs-standards-by-jurisdiction/
https://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use-of-ifrs-standards-by-jurisdiction/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vat/tele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electronic-services/content/mini-one-stop-shop_en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vat/telecommunications-broadcasting-electronic-services/content/mini-one-stop-shop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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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立的门户网站，向其未设有业

务的成员国申报和缴纳应缴的增值

税。该计划允许这些纳税人避免在

每个发生消费活动的成员国进行登

记。新的增值税电子商务一揽子计

划包括扩大MOSS范围，将其拓展为

一站式服务（OSS），适用于除电信、

广播和电子化（TBE）服务以外的

企业对消费者供应（B2C）的服务、

欧盟内部的货物远程销售、某些通

过电子界面实现的国内货物供应、

从第三地区和第三国进口的货物的

远程销售，每件寄售商品的内在价

值不超过150欧元。 

 
 

13. 《关于国别报告信息交换的多边

主管机关协议》 (Multilateral Com-

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on the 
Exchange of CbC Reports) (CbC 
MCAA) 
 

        《关于国别报告信息交换的多

边主管机关协议》(CbC MCAA) 是一

个主管税务机关层级的协议，用于

搭建国别报告的信息交换机制。关

于国别报告详见本文第五节。 

 
 

14. 《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Multilateral 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 (MCAA) 
 

        《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MCAA) 是由经合组织和欧洲委员会

于1988年共同订立，其后在2010年经

议定书修订。该公约是在打击避税

和逃税的各种税务合作领域中最全

面的多边公约。它将促进国际合作

以更好地贯彻国家税法，同时尊重

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它规定了国家

之间在评税和征税方面一切可行形

式的征管合作。合作领域从信息交

流（包括自动交换信息安排）一直

到追回海外税收的索赔。目前（截

至2021年7月15日），141个司法管辖

区已加入该公约，包括17个经地域

延伸身份加入的司法管辖区。其中

囊括了广泛的国家，包括20国集团

所有国家、金砖五国 (BRICS)（巴西、

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所

有经合组织国家、主要金融中心，

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它已

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中

国、德国、香港、新加坡生效。泰

国于2020年签署了修订后的公约。

在越南，该公约既没有得到批准，

也没有被签署。 

 
 

15. 多边公约 (Multilateral Instrument) 

(MLI) 
 

        2016年11月，100多个司法管辖

区之间结束对于《实施税收协定相

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的多边公约》（ " 多边公约  "或 

"MLI"）的谈判，该公约将实施一系

列税收协定措施并修订国家间的双

边税收协定，以减少跨国企业避税

的机会。该公约于2018年7月1日生

效，已覆盖95个司法管辖区。借助

经合组织/20国集团项目的成果对全

球现行双边税收协定进行修订，该

公约为从各国政府层面消除现有国

际税收规则中的漏洞提供了切实的

解决方案。该公约自动修改了为消

除双重征税而缔结的数千个双边税

收条约的适用性。它还通过了防止

协定滥用的最低标准，改进争议解

决机制，同时为适应特定的税收协

定政策提供一定的灵活度。该公约

已在新加坡生效，并已被中国、德

国和香港签署。然而，英属维尔京

群岛、开曼群岛、泰国和越南既没

mailto:info@lorenz-partners.com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modernising-vat-cross-border-e-commerce_en
https://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about-automatic-exchange/cbc-mcaa.pdf
https://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about-automatic-exchange/cbc-mcaa.pdf
https://www.oecd.org/ctp/exchange-of-tax-information/convention-on-mutual-administrative-assistance-in-tax-matters.htm
https://www.oecd.org/ctp/exchange-of-tax-information/convention-on-mutual-administrative-assistance-in-tax-matters.htm
https://www.oecd.org/tax/exchange-of-tax-information/Status_of_convention.pdf
https://www.oecd.org/tax/exchange-of-tax-information/Status_of_convention.pdf
https://www.oecd.org/tax/exchange-of-tax-information/Status_of_convention.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multilateral-convention-to-implement-tax-treaty-related-measures-to-prevent-beps.htm
https://www.oecd.org/tax/beps/multilateral-convention-to-implement-tax-treaty-related-measures-to-prevent-beps.htm
https://www.oecd.org/tax/beps/multilateral-convention-to-implement-tax-treaty-related-measures-to-prevent-beps.htm
https://www.oecd.org/tax/treaties/beps-mli-signatories-and-parties.pdf
https://www.oecd.org/tax/treaties/beps-mli-signatories-and-par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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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准，也没有签署该公约。但泰

国已表示了其签署意向。 

 
 

16. 应征税款规则 (Subject To Tax 

Rule) (STTR) 
 

        应征税款规则（STTR）是经合

组织双支柱计划（参见本文第9节）

下的一项针对条约的规则，旨在推

翻现有条约的条款中有关特定付款

的利益，和防止对这些条约利益的

进一步利用。它特别针对那些采用

有关公司间付款的BEPS结构，利用

条约的另一方缔约国的低名义税率

（nominal rates of taxation），从而对

来源国造成的风险。STTR的目的是

让各条约的缔约国有权在其他缔约

国未行使其主要征税权或对付款采

用了更低的有效税率的情况下，使

前者有权在商定的最低税率内 "补充

征税"。 

 

        STTR基于以下原理： 

        根据一个双边条约放弃征税权

的来源国来说，如果其他缔约国不

对一笔收入（在通过BEPS架构进行

集团内部支付的情况下）进行征税，

或者征税的税率低于最低税率时，

来源国应当可以在约定最低税率之

上进行额外征税。 

 

STTR尤其针对借用跨国架构并

利用双边条约的规定，将利润从来

源国转移至其他那些名义税率为零

税率或低税率的缔约国。 

 

如果适用STTR，可能会拒绝其

他的税收减免，而适用最高可为

7.5%-9%的预扣税。 

 

III. 结论 

 

        我们 Lorenz & Partners 很高兴为

您提供东南亚国际税收领域，尤其

是泰国、中国和越南的指南。如果

您在经营活动中遇到任何问题，请

立即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很乐意为

您提供帮助！ 

 
 
 

 

我们希望本新闻通讯中提供的信息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LORENZ & PARTNERS 律师事务所 

泰国·曼谷·沙吞区沙吞南路·179 号 

曼谷都市大厦（Bangkok City Tower）27 楼 · 10120 

座机： +66 (0) 2 287 1882 

电子邮箱：info@lorenz-partners.com 

www.lorenz-partners.com 

 

mailto:info@lorenz-partners.com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c65c7c20-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c65c7c20-en#section-d1e11182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c65c7c20-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c65c7c20-en#section-d1e11182
http://www.lorenz-partn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