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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四期 二零一六年六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2016年6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37号公告，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
（以下简称“新协定”）于2014年3月28日在柏林正式签署。中德双方已完成新
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新协定于2016年4月6日生效，适用于
2017年1月1日及以后取得的所得。

与中德两国1985年6月10日签署的税收协定（以下简称“旧协定”）对照，新协
定的主要变化如下（部分）：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37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16日
执行日期：2016年4月6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 个人
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新协定 旧协定

第四条
（居民）

• “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
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
所、成立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
地，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在该
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并且
包括该缔约国及其地方当局。

• “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
是指按照该国法律，由于
住所、居所、总机构所在
地，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
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
的人。

第五条
（常设
机构）

• 常设机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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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缔约国
一方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

 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
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
一方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
务，如果该性质的活动（为
同一或相关联的项目）在任
何12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过
183天。

• 常设机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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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工地、
工程或活动以连续为
期六个月以上的为限；

 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
雇员或者其他人员，
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同
一个项目或相关联的
项目提供的劳务，包
括咨询劳务，仅以在
任何十二个月中连续
或累计超过六个月的
为限。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8340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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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定 旧协定

第五条
（常设
机构）
（续）

• 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
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
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
地位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
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
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
某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
部代表该某企业，且企业和代
理人之间的商业和财务关系不
同于非关联企业之间应有的关
系，则不应认为上述代理人是
本款所指的独立地位代理人。

• 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
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
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
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
方进行营业活动，不应认为
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
机构。

第十条
（股息）

• 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
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
 在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合伙

企业除外），并直接拥有支
付股息的公司至少25%资本
的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
额的5%；（新增）

 如果据以支付股息的所得或
收益由投资工具直接或间接
从投资于第六条所规定的不
动产所取得，在该投资工具
按年度分配大部分上述所得
或收益，且其来自于上述不
动产的所得或收益免税的情
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
15%；（新增）

 在其他情况下，不应超过股
息总额的10%。

• 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人，
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
额的百分之十。

第十二
条（特
许权使
用费）

• 为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
科学设备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
各种款项在适用10%的税率时，
按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60%征
税。

• 为对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
商业、科学设备而支付的特
许权使用费在适用10%的税
率时，只就这些特许权使用
费总额的70%征税 。（议定
书第五条）

第十三
条（财
产收益）

• 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股份取得
的收益，如果该股份价值的
50%（不含）以上直接或间接
来自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
产，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
税。（新增）

• 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
以外的其他财产取得的收益，
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
国一方征税。

• 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一款
至第三款所述财产以外的位
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其他财产
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
国另一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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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定 旧协定

第十四条
（独立个
人劳务）

• 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
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
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
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上

述活动设有经常使用的固
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
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归
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
税；

 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结
束的任何12个月内在缔约
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
达到或超过183天。在这
种情况下,缔约国另一方可
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活
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 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
劳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
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
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
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
税：
 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

上述活动的目的，经常
使用设在该缔约国另一
方的固定基地的，该缔
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属
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
税；

 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
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
累计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的，该缔约国另一方可
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
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第十五条
（受雇所
得）

• 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
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
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
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
缔约国一方征税：
 收款人在有关纳税年度开

始或结束的任何12个月内
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
或累计不超过183天；

 该项报酬由并非缔约国另
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
表该雇主支付；

 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
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
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 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
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
受雇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
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
缔约国一方征税：
 收款人在有关历年中在

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
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
十三天；

 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
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
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
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
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
担。

第二十一
条（其他
所得）

• 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
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各项所得，
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
而发生在缔约国另一方的，
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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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定 旧协定

第二十三
条（消除
双重征税
的方法）

• 在中国,按照中国法律规定，
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中国居民从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取得的所得，按照本
协定规定在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缴纳的税额，可以在
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
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
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
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
税收数额。

 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取得
的所得是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
民公司的股息，并且该中
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
公司股份不少于20%的，
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
息的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
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税收。

•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消
除双重征税如下：
 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取

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
规定缴纳的德方税收，
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
税收中抵免。但是，抵
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
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法和规章计算的相应
中国税收数额。

 所得如果是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居民公司支付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公
司的股息，该中华人民
共和国居民公司拥有支
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
百分之十的，应在中国
税收中抵免支付该股息
的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
的德方税收。

第二十九
条（其他
规则）

• 如果进行某项交易或安排的主
要目的是取得协定优惠，但该
项优惠的取得违背了本协定相
关规定的目的和用意，则不能
给予该项优惠。（新增）

• 本协定不应被解释为缔约国一
方不能行使其关于防止逃税和
避税的国内法律规定。（新增）

• 如有人认为以上条款的实施导
致对其的征税不符合本协定的
规定，可以申请相互协商。
（新增）

* 国家税务总局已在其网站发布新协定文本，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新协定全
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152685/part/11526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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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涉及重大资产重
组的上市公司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上市公司重组上市的监管

更加严格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6月17日，证监会就修改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非上市公司反向收购上市公司，市场俗称“借壳”上市（以下规范统称“重组上
市”），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重要交易类型。为强化对重组上市的监管，2011
年8月，证监会首次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73 号，
以下简称“《重组办法》”），明确了从严监管重组上市的政策，要求与首次公
开募股（IPO）趋同。2013年11月，证监会对重组上市进一步规定了“与IPO标
准等同”的监管要求。根据现行规定，一般理解为，判断是否构成借壳需同时满
足两个要件：一是上市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二是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
关联人购买资产总额占比超过100%”。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之外购买、出售资产或者通过
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达到规定的比例，导致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资产、收入
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交易行为，属于《重组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征求意见稿》对《重组办法》在强化信息披露、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
中介机构归位尽责、保护投资者权益等方面作了一系列配套安排。本次修改涉及
5个条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证监会就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公开征求意见

完善重组上
市认定标准

• 目前界定重组上市交易规模仅有资产总额一个判断指标，容
易规避。本次修改完善了交易规模的判断指标。对于所购买
资产的规模，从原有的资产总额单项指标调整为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净利润、股份等五个指标，只要其中
任一达到100%，就认定符合交易规模要件;除量化指标外，
还增设了主营业务根本变化的特殊指标。

• 进一步明确“控制权变更”的判断标准。参照成熟市场经验，
主要从“股本比例”、“董事会构成”、“管理层控制”三
个维度完善控制权变更的认定标准。

• 将首次累计原则的累计期限定为60 个月。（上市公司自控
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60 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
资产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导致上市公司发生规定的根本变化
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016年6月21日发布的新闻，中国和波兰于近日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共和国政府对国际航空运输服务互免增值税或类似
税收的协议》（以下简称“《中波税收协议》”）。

《中波税收协议》的签署，将在中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对国际航空运输互免所得
税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两国国际航空运输企业间接税负担。此前，我国已通过
税收协定、国际运输协定、政府间换函等不同形式的政府间协议，与60多个国家
或地区实现了国际运输服务互免间接税。

中波签署税收协议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1606/t20160617_299035.htm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18219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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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遏制重
组上市的套利
空间

• 取消重组上市的配套融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除属于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情形外，可以同时募集部
分配套资金，其定价方式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 延长了相关股东的股份锁定期。对原控股股东与新进入的控
股股东一致要求锁定36个月，其他新进入股东的锁定期从
目前12个月延长到24个月。

• 要求拟重组上市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或者涉嫌犯罪或违法违规的行为终
止已满36 个月，且最近12 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增加对规避重
组上市的追责
条款

• 细化了对规避重组上市审核的追责要求。交易尚未完成的，
中国证监会责令上市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信息、暂停交易并按
照规定报送申请文件；交易已经完成的，可以处以警告、罚
款，并对有关责任人员采取市场禁入的措施。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同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在其官网对上市公司业绩补偿承诺和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文号： 财税[2016]68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18日
执行日期：2016年5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为配套营改增新政《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6年6月18日再次发布通知对特定服务的营改增问题进行了明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再保险、
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68号，以下简称“68
号文”）

• 68号文对再保险服务的免税和原保险服务增值税政策的适用、房地产开发
企业出租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的应纳税额计算和申报、非学历教育服
务的应纳税额计算等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

* 有关68号文对再保险服务的具体税务影响，您还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
务快讯：税法新规明确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第十七期，二零一六年六
月）。

此外，各地税务机关近日也持续发布营改增相关公告或解读。主要包括：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北京市以外纳税人在本市提供建筑服务预缴增值税
问题的公告》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第9号）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等16
家企业实行总分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
市财政局公告2016年第18号）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对营改增热点问题的解答》

 《安徽省国家税务局解答建筑业营改增的20个问题》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营改增问题快速处理机制专期十四》

 《福建省国家税务局关于营改增试点纳税人增值税发票使用问题解答（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再出营改增相关文件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ssgsjgb/ssbssgsjgfgzc/ywzx/201606/t20160617_299117.html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ssgsjgb/ssbssgsjgfgzc/ywzx/201606/t20160617_299116.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6/t20160621_233386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7-va-treatment-of-reinsurance-arrangements.html
http://www.bjsat.gov.cn/bjsat/zwgk/ssfg/zxfg/201606/t20160615_261032.html
http://www.bjsat.gov.cn/bjsat/bsfw/tzgg/201606/t20160615_261048.html
http://www.bjsat.gov.cn/bjsat/qt/ygzzl/ygzrdwt/
http://www.ah-n-tax.gov.cn/ahtax/ssxc/sszt/yysgzzzssdzt/wtjdsdzt/
http://www.12366.ha.cn/003/ssxc_304/sszt_30402/ygzzt_3040202/cjwt_304020205/doc_1466156651147.html?NVG=4&WD_ID=1466156651147&LM_ID=304020205
http://www.fj-n-tax.gov.cn/admin/vfs/fj/content/contentTemplate.jsp?ContentId=1141832&siteName=fj&styleName=blue&portletStyleName=menu&menu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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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为配套36号文的实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多份文件。
有关各文件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第二十期、
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及第二十三期了解详情。

** 毕马威已于36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
行业、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
针对三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十
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被质疑的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二零一六年五月）中提及，国家税务总局
于2016年4月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办法》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标
准。其中，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属于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并应将其违法信息向社会公布。

继国家税务总局在2016年5月17日对5起骗取出口退税案件予以曝光，国税总局
于6月17日又在其官网曝光了10起骗取出口退税案件。这10起案件共涉及山东、
浙江、广东、福建、江苏和海南六省，其中金额最重大的一起案件涉及税额超过
8千万元人民币。

税务总局再曝光10起骗取出口退税案件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180340/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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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由株式会社大阪曹达继承日本大曹株式
会社在环氧氯丙烷反倾销措施中所适用的反倾
销税率的公告》（商务部公告2016年第28号）
2016年6月16日，商务部发布2016年第28号公告，明确由株式会社大阪曹达
（OSAKA SODA.,LTD）继承日本大曹株式会社（DAISOCO.,LTD.）在环氧氯丙
烷反倾销措施中所适用的税率及其他权利义务，免于征收反倾销税。如果继续使
用日本大曹株式会社（DAISO CO.,LTD.）名称向中国出口的环氧氯丙烷产品，适
用环氧氯丙烷反倾销措施中其他日本公司所适用的71.5%的反倾销税率。此公告
自2016年6月16日起执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优化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有关个人所得税受理事项管理规程
（试行）〉的通知》（沪地税函[2016]39号）
2016年6月13日，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发布沪地税函[2016]39号文，明确了办理科
技成果转化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备案事项的材料要求、办理流程等问题。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606/20160601339744.s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grsds/201606/t20160616_424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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