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联邦委员会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
协定》(“新中瑞税收协定”)降低了对股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所得税
税率，中瑞两国的投资者可能因此受益。此外，对判定“建筑型”常设机
构延长了时间上限，以及将“服务型”常设机构的判定时间调整为 183 天，
以便与其他近期签订的新税收协定一致。但是需要留意的是新中瑞税收协
定对申请享受股权转让收益的协定待遇进行了更严格的规定。 

背景 

自 2003 年 7 月中瑞双方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后，中国和
瑞士双方在 2013年 9月 25日进一步签订了新的中瑞税收协定以及议定书。
新协定将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和避免双重征税。 

新中瑞税收协定将取代自 1990 年签订生效的现行中瑞税收协定。新中瑞
税收协定将于中瑞双方政府正式批准后生效，并适用于协定生效后的次年
1 月 1 日起所取得的收入。因此，适用该新中瑞税收协定的时间最早可以
是 2014 年 1 月 1 日。 但由于双方政府批准程序仍需时日，新中瑞税收协
定较有可能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新中瑞税收协定》的主要特点 

整体而言，新中瑞税收协定基本符合中国近年来与欧州国家（如比利时、
芬兰、英国、丹麦及荷兰）签订或重新商议税收协定待遇的方向。 

• 被动收入的预提所得税（“预提税”） 

新中瑞税收协定对股息收入以及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处理作出了更优
惠的规定（受 “限制性受益”条款的约束）。新中瑞税收协定与现行税收
协定的主要特点对照如下： 

最新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士联邦委员会对所得和财产
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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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委员会对所得和财产避免
双重征税的协定》（于2013 年9 
月25 日在北京签订） 
 

 
 
 
 



 现行中瑞税收协定 新中瑞税收协定 

股息收入 • 所有情况都按照 10%
征税 

• 如果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并直接
拥有支付股息的公司至少 25%
资本，股息收入按照 5% 征税 

• 其他情况则按照 10%征税 
• 对“国家全资拥有的机构或基
金”，如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和国务院社保基金，可享受
税收特别豁免 

• 加入了“限制性受益”条款 

利息收入 • 10% 
• 如果有关债权是由
瑞士政府/行政区/
地方当局或其全资
拥有的机构或公司
持有，则免予在中国
纳税 

• 10% 
• 如果有关债权是由瑞士政府/
行政区/地方当局或其全资拥
有的机构或公司，则免予在中
国纳税 

• 加入了“限制性受益”条款 

特许权使用
费（包括版权
及租用工业、
商业或科学
机器设备等） 

• 10% • 9% 
• 加入了“限制性受益”条款 

• 新中瑞税收协定对股权转让收益免税的规定 

关于财产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新中瑞税收协定对股权转让收益享受税收减
免的条件进行了限制。 

在现行中瑞税收协定的规定下，瑞士对瑞士投资方转让中国居民企业（“居
民企业”）的股权转让收益拥有征税权而企业不需要在中国缴纳税款（除
非该中国税收居民企业主要由不动产构成）。 

该股权转让收益免征中国税的政策在新中瑞税收协定下已不再适用。在新
中瑞税收协定的规定下，如果满足以下条件，中国将对瑞士投资方转让中
国居民企业的股权收益征收 10%的所得税： 

• 被转让的中国居民企业为“不动产企业”，即所转让股份价值的 50%
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中国公司的不动产；或 

• 瑞士投资方在转让行为前 12 个月内的任何时间内，曾经直接或间接
参与被转让的中国税收居民公司至少 25%的股份 

我们注意到，和中国与比利时及荷兰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不同，新中瑞税收
协定没有加入针对转让上市公司股权的税收豁免条款。 

• 反避税的措施 

与中国近期对加强国内及国际合作反避税的重点相呼应，新中瑞税收协定
增加了关于加强防止滥用税收协定的举措。这些举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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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股息、利息及特许使用权的章节中加入了“限制性受益”的条款，
如果取得收入的一方滥用税收协定以享受优惠的预提税税率或免征
资本收益，该“限制受益”的条款可以否决其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受
益权 

• 增加“通用条款”允许双方引用自己本国的反避税条例以打击避税行
为 

• 采用更全面的“信息交换”的体制 

• 常设机构相关条款的修改 

新中瑞税收协定针对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瑞士税收居民是否构成“常设机
构”的问题作出以下重要改变： 

• “建筑型”常设机构：在中国境内的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
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持续时间由之前的 6 个月上限变
为超过 12 个月的才构成常设机构 

• “服务型”常设机构：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持续时
间由之前的 6个月上限变为以任何 12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 183天的
为限。 

此外，在新中瑞税收协定下（在议定书中特别指出），瑞士航空公司或海
运企业从中国境内取得的国际运输收入免于在中国缴纳营业税，以及享受
增值税零税率。 

毕马威观察 

新中瑞税收协定降低了对股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中瑞两
国的投资者可能因此受益。此外，对判定“建筑型”常设机构延长了时间
上限，以及将“服务型”常设机构的判定时间调整为 183 天，以便与其他
近期签订的新税收协定一致。 

另外，新中瑞税收协定对申请享受股权转让收益的协定待遇进行了更严格
的规定。新中瑞税收协定中也加入了新的章节和条款以加强对滥用税收协
定及反避税的监管，包括引入 “限制性受益”条款以及加强信息全面交换
的章节等。 

中国及瑞士的投资者应评估新中瑞税收协定对其现有的投资控股架构的
影响，以衡量其所筹划的税务效益是否是可持续的。此外，投资者也须考
虑新中瑞税收协定对搭建未来两国之间的投资架构可能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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