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8月27日，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总部，中国代表签署了《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公约》”），
成为该公约第56个签约方。中国将通过与其他公约成员国的税收征管
合作，加大对激进税收筹划和逃税行为的打击力度。 
 
《公约》允许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进行自动或自发的情报交换，并且可
以在境内外对跨国公司同时进行税务检查。这些机制使得中国从境外
获得跨国公司的税务信息更为便捷，可以更加有效地遏制利用中国税
务机关的盲区进行逃税避税的行为。 
 
背景 
 
《公约》最初由欧洲委员会和经合组织发起，并于1988年1月25日开放
给双方组织的成员国签署，成为促进各成员国之间进行税收情报交换
和税务检查合作的重要机制。不同于双边税收协定/协议，《公约》本
质上是多边的，为多个税收管辖区之间的税收征管合作提供了一个法
律平台。原1988年《公约》成员国均为发达经济体，而且他们之间已
经结成了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 
 
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逃避税行为已被广泛公认为全
球税收管理的严重问题。 2009年4月，20国集团呼吁采取行动“帮助发
展中国家从一个新型合作性的税收环境中获得更大收益，包括情报交
换的多边交换机制”。2011年，欧洲委员会和经合组织对1988年版《公
约》进行了修订并开放给世界各国签署。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了
《公约》。随着中国的最新加入， 20国集团所有成员国均已签署《公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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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的内容 
 

《公约》促进了国际间税务的合作，使得各成员国的国内税收法律
得以更好的施行。《公约》为成员国之间进行税收管理及税款征收，
尤其是打击国际逃避税，提供了多种合作形式。 

 
经过2011年修订后的《公约》主要内容如下： 
 
征管协作 

 
1. 税收情报交换︰包括各成员国之间应一方要求进行的情报交换、

自动情报交换、以及未经对方要求而由一方主动发起的自发情报
交换。 
  

2. 税务检查︰包括对与各成员国有共同利益关系的纳税人税务事项
在多个管辖区同时进行税务检查（“同时税务检查”）。另外，
一个税务管辖区可以根据公约要求参与由另一管辖区在境外组织
的税务检查（“境外税务检查”）。 

 
3. 税款追缴︰《公约》规定，在事前达成一致的前提下，一国可以

要求另一成员国协助追缴税款。 
 

4. 文件送达︰一国（“请求国”）有权要求另一成员国（“被请求
国”）向被请求国的纳税义务人送达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可
能包括请求国出具的与《公约》所涵盖的税种相关的法院判决材
料等等。 

 
涵盖税种  
 
《公约》适用范围广泛，基本上涵盖了除关税以外所有形式的由政
府机构强制征收的税种。不同于双边税收协定/协议，《公约》也适
用于除所得税外的地方税种、社会保障金、房产税、遗产税及赠予
税，甚至包括行政罚款。各成员国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定《公
约》涵盖的税费种类。 
 
协调机构 
 
由成员国各方主管部门代表组成的协调机构负责监督《公约》的执
行和完善。该机构亦作为研究新税务征管方法和程序的国际平台，
来增加税务事项方面的国际合作。 

 
保密条款 
 
《公约》框架下成员国获取的任何信息将被视为机密，与该成员国
按照其国内法所获取的信息在保密性上获得同等法律保护。 

 
除用于税收合作相关的事项外，《公约》框架下获得的信息在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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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信息提供国授权的前提下也可以用于其他目的，例如打击金融
犯罪、洗钱或腐败等。 
 
毕马威观察 

 
目前，中国已经签署了近100个双边税收协定/协议和大约10个税收情
报交换协议。然而，《公约》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现有的双边税收
协定和税收情报交换协议。《公约》使得中国更加容易与其他签署
国进行税收情报交换，并且在国内外对跨国公司同时进行税务检查。
上述机制可以使中国将在处理一系列国际税务问题上更具全球视野。 
 
同时，《公约》允许签约国寻求国外协助以追缴拖欠税款。中国税
务机关之前主要依靠通过中国扣缴义务人追缴非居民企业拖欠的税
款。如果中国选择参与《公约》框架下的税款追缴机制，则有可能
获得非居民企业所属《公约》成员国的协助征收该非居民企业所拖
欠的中国税款。 
 
短期内，中国税务机关在满足其他成员国要求方面可能会面临一些
配套政策和资源的限制，因此在加入《公约》之初未必会马上参与
《公约》所涵盖的所有合作机制。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国内一
系列新法律的引入和资源的整合，中国进行税收情报交换和国际征
管合作的能力将不断提高。 
 
总之，随着中国加入《公约》，中国税务机关现在可以利用更广泛
的国内外资源打击国际逃避税行为，并在税务征管和合作领域遵循
更高的国际标准。在华的外国公司和走出国门的中国公司在进行跨
国税务筹划时均需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尽快对其集团现有的税务
架构重新评估，及时发现税务筹划领域的潜在问题，并采取措施降
低相关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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