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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
国际税收竞争及其防治
雷 超

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其积极的一面 但也有消极的一面 在税收方面表现为有害税
收竞争的出现和发展 以及企业和个人利用有害税收竞争和 租税天堂 逃避税的机会空前增加 如
果对此不采取措施 就会对国际贸易与投资产生扭曲 并侵蚀各国的税基 从而降低全球福利 本
文介绍了 ＯＥＣＤ 判定有害税收竞争的标准及所提出的防治措施 以期对我国的税收实践有所借鉴

一 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税收竞争

资产生了扭曲 如果不采取措施抑制这种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２０ 世纪最重大的经济事件之

就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 为了保护本国的投

一 在这一进程中 国与国之间的经济障碍被排
除 导致了跨国公司经营全球化战略的产生 国

７ ８

资基础
争

他们也需要在这个低税负的市场上竞

从而导致恶性税收竞争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ａｘ

内经济的自由化为经济全球化开辟了道路 新
技术革命的发展也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或竞相提供有害的税收优惠措施

经济全球化使资源在国与国之间得到更有效的

使得贸易及投资形态受到扭曲 从而降低全球的

配置 从而增进了全球的福利 经济全球化对税
收制度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成为促使税制

福利 并且使国内税基受到侵蚀 税收结构的完

改革朝着 扩大税基 降低税率 方向发展的强
大的推动力

收机关的税收行政成本与纳税人的依从成本却增

但是 经济全球化也有其负面的影响 在税
收方面表现为 增加了公司及个人利用 租税天

海及南太平洋地区 于 １９８５

堂 （Ｔａｘ ｈａｖｅｎｓ）逃避税的机会 同时 也产生了

长率远高于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率 由此

一个新现象
这就是高税负国家中低税负地区
ｌｏｗ－ｔａｘ ｎｉｃｈｅｓ 的出现和发展 这些地区被

可见有害税收竞争的影响

精心设计用来吸引国际流动金融投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ｍｏｂｉ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这

二 判定是否构成 租税天堂 及有害税
收措施的标准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ｘ ｒｅｇｉｍｅｓ 这样一来 将

整与公平遭到破坏 纳税人的依从度降低 而征
加 据统计 七国集团 （Ｇ７）在低税负的加勒比
１９９４ 年间的直接

投资额增长了 ５ 倍多 超过 ２ ０００ 亿美元 其增

些低税地区的增加使各国政府倍感忧虑 因为它

所谓 租税天堂 是基本上免税或仅课以名

们不仅提供了逃避税的机会 而且还对贸易与投

义上的税负 供他国或被视为非居住者逃避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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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同样地 免税或仅课以名义上的税负 并

税收上采取所谓 隔离政策 （ｒｉｎｇ ｆｅｎｃｉｎｇ） 时

严格禁止他国取得税收上相关的信息的 也将被

依范围的不同 可将其国内经济予以部分或全部

视为 租税天堂

有害租税竞争的认定标准 除

隔离 前者 指其税收优惠规定限定为国内某一

了就相关所得给予免税或适用低有效税率外 还

特定地区所得享受 后者 指该规定仅为非居住

包括 税收措施是否仅适用于非居住者 隔离于

者才能享受 也就是说 就国与国而言 由于其

国内经济 即所谓 隔离政策

税收优惠制度的隔离作用 而将税收减少的冲击

ｒｉｎｇ－ｆｅｎｃｉｎｇ

非透明化 无法取得享受优惠税收措施相关纳税

转移到他国 即有害效果的外溢

人的资料

该国免于遭受其本身奖励措施的伤害

一

租税天堂

三 有害税收竞争的防治措施

ＯＥＣＤ 判定某国或某一地区是否为

租税

天堂 的主要标准如下
１ 免税或仅有名目税率 一国提供免税或
仅有名目税率 本身或被视为提供非居住者逃避
税的场所
２ 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

租税天堂 通常

提供法律或行政上的规定 或其他保护措施 使
得个人得以逃避税务机关的稽查 其相关资料将
不能被其母国的税务机关通过相互交换而取得
３ 缺乏透明度

以有效保护

租税天堂 的立法和行政

目前 各国只是通过单方或双方进行 有害
税收竞争 的防治 但是企图通过单方或双方的
努力 解决这一全球性的问题 将会遇到以下的
问题和困难
制

１ 由于税务机关司法管辖权的限

致使其反有害税收竞争的能力受到限制

２ 如果其他国家未采取相同的策略 将使其纳
税人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３ 为有效实施反有

害税收竞争的措施 将产生大量的税务行政成
本

４ 不一致的片面措施将增加纳税人的依从

规定缺乏透明度 不但有助于投资者避税 更助

成本

对此

ＯＥＣＤ 已经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公布

长非法活动的猖獗 例如 逃税 洗钱等 有些

了一份名为 有害税收竞争 一个正在出现的全

国家通过立法 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将投资者的相

球问题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关信息提供给税务稽查机关 如此一来 他国即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８）］的报告 并于２０００年

无法透过税收协定或其他双边互助协定 取得相

６月又公布了一份名为 在确定与消除有害税收

关信息

实践方面的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租税天堂 往往缺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ａｘ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０）］的

对实质营业活动的要求 如此一来 该国或地区

报告 这两份报告从国际合作 税收协定 国内

极有可能以此来吸引外来投资

立法等３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４ 无实质营业活动

一 加强国际合作以抑制有害税收竞争

二 ＯＥＣＤ 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有害税收
优惠措施

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很难消除有害税收竞

许多 Ｏ Ｅ Ｃ Ｄ 成员国及非成员国为了吸引高

争 例如 当某一国家采取措施抑制有害税收竞

度流动的金融及劳务活动 已经在税收上提供或

争时 其所欲规范的投资活动有可能因此转移到

准备提供优惠的税收措施 这些措施为消极性的

没有采取抑制措施的国家 因而实际上无法加以

投资或 纸上公司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判

消除 因此只有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 其具体方

断构成有害税收措施的标准有 为相关所得提供

式如下

无或低有效税率 采取 隔离政策 （ｒｉｎｇ－ｆｅｎｃｅｄ

１

采取 ＯＥＣＤ 所建立的指导原则

不再采

制度本身缺乏透明度 与其他国家缺乏有效的信

取构成有害税收措施的优惠税收措施 并逐渐消

息交换

除现行的有害优惠措施 以便避免各国采取恶性

下面就 隔离政策 作一些说明 当一国在

的税收竞争吸引可移动的投资活动

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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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ＯＥＣＤ 财政委员会下 设立一个有关

有害税收竞争的论坛 允许各国交换彼此对于
租税天堂 及有害税收竞争的经验 并监督其

３ 阐明国内反滥用法则 如 ＣＦＣ 法则
资本弱化法则 一般反滥用法则 与 ＯＥＣＤ 税

对于 Ｏ Ｅ Ｃ Ｄ 所设立的指导原则的执行情况

收协定范本及注释相关条款之间某些不确定

３ 从该论坛成立１年内 依照免税或仅有名
目税率 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 缺乏透明度 无

不明确之处
间相一致

实质营业活动等主要因素加以判别 公布构成
租税天堂 的地区或国家 并随时视需要加以

４ 各国应考虑与 租税天堂 终止现有的
税收协定 并不与 租税天堂 签订新的税收协

调整 使得成员国得以协调彼此对付 租税天
堂 的措施 同时也使被公布的国家和地区有机

定 如果各国能就此采取一致的态度 将有助于
有害税收竞争的抑制

使国内反滥用法则与税收协定之

５ 通过国际合作 实施诸如联合查核 转

会去审视其政策
４ 发展并促进有关抑制有害税收措施的良
好税收行政

移定价 ＣＦＣ 立法与 ＦＩＦ 立法的设计与实施 特
定信息交换 合作训练等 提高各国国际税务查

５ 与非成员国合作 共同致力于上述建议
或指导原则的实施

核人员的业务水平

二 关于税收协定

８ ０

为各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参考

三 国内立法方面
１ 创立受控外国公司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１ 各国应订立加强 租税天堂 及构成有
害税收竞争的税收优惠规定相关信息的交换计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ＦＣ 立法 此建议分为两方面 １
建议目前无受控外国公司立法规定的国家 可以

划

考虑创立这一立法

上述目标可透过税收协定

以及最近为

２ 要求已经设立受控外国

ＯＥＣＤ及欧洲委员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所发展的
多边税收事务互助范本（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公司立法规定的国家 将该法律运用于可能导致
有害税收竞争的企业或所得

ｆｏｒ Ｍｕｔｕ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ａｘ Ｍａｔｔｅｒｓ）所提供相关
信息的交换而达成 同时 各国应提供有关的税

２ 创立国外投资基金立法（ Ｆ ｏ ｒ ｅ ｉ ｇ 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ＦＩＦ） １ 建议目前无国外投资

收优惠及纳税人得以受益的信息

基金规定的国家 考虑设立这一立法

２ 关于税收协定利益的给予 各国应考虑
在其税收协定中增加凡涉及有害税收竞争的企业

已经设立国外投资基金规定的国家 将该立法运
用于可能导致有害税收竞争的企业或所得 一般

和所得 不得享有税收利益的限制性条款 一般
来说 提供有害税收竞争的国家 往往因为拥有

而言 ＣＦＣ 规范的对象为居住者股东所控制的
国外公司 也就是该居住者股东必须拥有相当发

众多税收协定签约国 使得其优惠税收措施很容
易为第三国所利用 因而使有害税收竞争的利益

行在外的股份 通常为 １０％ 以上 然而 居住
者股东可改以持有国外共同基金股份方式 这

不为彼此的签约国所享有 为此 有些国家提出

样 可递延其国内应纳的税负 如果此类基金分

以下方法 子公司的有效管理场所归属于其母公
司所在国 无论从国内法或税收协定而言 该子

布极为分散 则 ＣＦＣ 的居民股东所持基金的百
分比 就不会达到 ＣＦＣ 的标准 这样 国外共

公司成为母公司所在国的居住者 也有的国家基
于事实认定 主张子公司乃为母公司所管理 子

同基金的持有者 将不受居住者国有关 ＣＦＣ 规
定的限制 为抑制这一问题 某些国家已采取国

公司在其母公司所在国设有常设机构 ＰＥ

外投资基金（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 ＦＩＦ）规定

以

２ 要求

便能将其利润归属于后者 还有的国家规定 如
果公司无实质经济活动 将不被视为所得的实际

以补充 ＣＦＣ 规定 另外 某些国家 ＦＩＦ 规定的
范围较广 据以消除投资于国外企业的消极性投

所有人 将不得享有税收协定利益 ＯＥＣＤ 将考
虑采纳上述方法 修正其税收条约范本 准备作

资所产生的递延利益 因此 ＦＩＦ 规定成为抑制
某国或地区欲借优惠税收规定吸引居住者个人的

ＬＡＩＧＡＯ ＺＨＡＩＤ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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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性投资的重要工具
３ 大部分免税国家都实施某种程度的限制
例如 规定免税仅适用积极性营业所得 而排除
消极性所得的适用 具体来说 有以下几种
１

改进税务档案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国外来源所得的国别 可能规定源自

租税天堂 或有害税收竞争地区的所得 将不

郭兆德

陈

雪

得适用
２ 所得形式 如果国外来源所得可归属于
有害税收竞争者 将不得适用
３

有效税率

参与免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通常以国外已纳税负的某一
最低有效税率为基础
４ 关于国外信息通报的规定 建议尚未实施
有关国际交易 居住者国外营业活动信息通报规
定的国家 能考虑予以实行 使各国能借此掌握
其居住者的国外营业活动有关信息 以抑制有害
的租税活动 同时 希望各国依据 ＯＥＣＤ 税收条
约范本第２６ 条规定 将所获得的信息互相交换
５ 将纳税人适用相关税法的实质及程序条
件予以公开 将有助于一国税收体系的透明化
进而避免各国单独或集体发展抑制有害税收竞争
的相关措施
６ 关于转移定价法则 建议各国遵守 ＯＥＣＤ
１９９５年制定的转移定价法则 以免适用上产生疑
义 从而导致有害税收竞争 并将 ＯＥＣＤ 所制定
的转移定价法则运用于居住者及非居住者
为抑制有害税收竞争 各国应该积极消除阻
碍税务机关取得与征税有关的金融信息的不适当
法律及规定
主要参考资料
１

ＯＥＣ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ａｘ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０）．

２

ＯＥＣＤ：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８）．

３

Ｉａｎ Ｓｐｅ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Ｔ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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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对税务档案管理工作的调研 切合
实际地确定档案管理范围 科学划分档案保管期
限 进一步规范税务档案管理 加强对税务档案工
作的调查研究 有针对性地提出税务档案管理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现行税务档案归档范围的基
础上 建议将达到税务稽查立案标准的税务行政
处罚 税务行政强制 税务行政赔偿案卷列入机关
档案室档案管理范围 审慎地确定税务档案保管
期限表 建议维持 １９８４ 年财政部与国家档案局颁
布的税收会计和税收票证档案保管期限 将重要
档案的保管期限划定为长期 一般档案的保管期
限划定为短期
二是税务档案管理的关口要前移 从规范行政
行为 规范税务文书入手 严把档案形成环节的质
量 首先 在文书处理环节 要严把文件起草质量
关 单位负责人签批关 办公室文件质量审核关
文件用印复审关 其次 在税收业务处理环节 要
严把依据税收法定程序办税关 税务文书制作质量
关 税务案件定性审理关 税务案件组卷关 再次
在档案资料收集整理环节 要严把应归档声像 荣
誉 设备等档案资料的日常收集整理关 严把报表
账簿 凭证等档案资料的日常辅导关 严把年终各
类档案的立卷整理指导关 严把进馆室档案的审查
鉴定关 确保进馆室档案符合规定要求
三是加强对税务档案管理工作的领导 全面
提高税务档案管理水平 在建立健全税务档案管
理机构 完善各项税务档案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切
实提高税务档案的管理档次和管理水平 注重税
务档案管理队伍的建设 按照档案管理的最高等
级标准培养高素质人才 加快推进税务档案的计
算机管理进程 实现税务档案的计算机存储检索
建立计算机局域网络 实现税务档案信息资源的
内外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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