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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离岸中心颁布新经济实质要求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

•

欧盟委员会关于制定欧盟
不合作税收管辖区名单的
标准和流程的结论 ，欧盟
委 员 会于 2016年 12 月 10
日刊登于欧盟官方期刊
（2016/C 461/02）
欧盟委员会关于欧盟不合
作管辖区名单的结论，欧
盟 委 员 会 于 2017 年 12 月
19日刊登于欧盟官方期刊
（2017/C 438/04）

有害税收实践 – 2018年税
收优惠政策进度报告：经
合组织税基侵蚀与利润转
移第5项行动计划包容性
框架，于2019年1月29日
发布于经合组织官方网站

背景介绍

上个月，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根西岛、泽西岛

和马恩岛等离岸管辖区纷纷颁布新法，要求在当地开展特定活动

的实体建立充足的商业实质。

这些税法改革响应了近期欧盟提出的经济实质要求，以及经合组
织针对不征税或仅名义征税的管辖区实质活动要求出台的最新全

球标准。审议该全球标准将成为2019年经合组织有害税收实践论

坛工作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与个人以
及在华营商的外国企业应当持续评估含有相关离岸管辖区的架构
以及相应调整的必要性。

新经济实质要求概况

近年来，欧盟行为准则小组根据税收透明度、税收公平原则和经

合组织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合规要求等标准识别出了“不合作”
管辖区。作为回应，众多离岸管辖区承诺2018年底之前修改其经

济实质要求，使其符合欧盟的税收公平原则，即“一国不得支持
以取得不能反映其真实经济活动的利润为目的的离岸架构或安

排”，以避免被纳入欧盟“不合作”管辖区名单（“黑名单”）。

虽然每个管辖区单独拟定并颁布其经济实质法规，但每个离岸管
辖区的经济实质要求大体相同。经济实质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

生效，同时为现有实体提供了6个月的宽限期来满足新经济实质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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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法规定，依照离岸管辖区法律或境外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

和有限合伙企业（构成其他管辖区税务居民的除外），如果在该
离岸管辖区从事相关活动，应当遵循与该活动相关的经济实质要
求。

法案中指明了下述九类相关活动：
• 银行业务；
• 分销和服务中心业务；
• 融资和租赁业务；
• 基金管理业务；
• 总部业务；
• 控股业务；
• 保险业务；
• 知识产权业务；
• 航运业务
相关活动需要建立和保持的经济实质包括：
• 实体在该离岸管辖区进行管理和控制；
• 各类相关活动的核心营利活动在该离岸管辖区进行；
• 实体在该离岸管辖区拥有合理的实体机构/场所；
• 在该离岸管辖区聘有充足的符合任职资格的全职员工；及
• 在该离岸管辖区进行的相关活动发生了合理的营运支出。
某些类型的实体可适用特殊实质性要求，如控股公司仅要求满足
简化的经济实质测试，知识产权公司将面临更加苛刻的要求。

此外，相关实体应当履行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经济实质合规信息
的义务。逾期未提供法定信息或违反经济实质要求的法律实体可
能面临处罚，包括罚款、刑事处罚和/或被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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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如果企业与个人的现有投资和/或运营架构中包含离岸实体，则应
当采取行动，了解其经营所在离岸管辖区适用的实质要求并制定
应对方案。应予注意的是，这些离岸管辖区可能正在酝酿更多改
革措施。部分管辖区已经明确表示将出台更多指引和实施细则。

寻求在离岸管辖区落实经济实质要求的公司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
何把握当地资源配置的力度。虽然该问题的法律指引目前仍在制

定中，根据有害税收实践标准，企业将实质相关活动“外包”给
第三方的空间较大，但有迹象表明欧盟可能会采取更加严格的标

准，只有企业聘请“专门”的当地人员才能满足商业实质。如果

更严格的方法被采纳，可能会对利用离岸管辖区的实体产生重大
的商业影响。

欧盟将审查离岸管辖区颁布的法规，确定其新实质要求是否符合
欧盟“税收公平”原则。如果经欧盟议定离岸管辖区的立法不符
合“公平税收”原则，便可能将其列入欧盟黑名单。一旦被列入

黑名单将面临一系列潜在的不利影响，包括更高的预提税率、不
允许支付给离岸管辖区的费用税前扣除、受控外国公司规定等。

因此，不能排除这些离岸管辖区出台修正案（及其指引）的可能
性。

建议境内外公司与个人近期持续关注相关税收改革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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