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 

對所得消除雙重徵稅和防止逃避稅的安排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為進一步發展雙方的經濟關係，加強雙方稅收事務合作，有意

達成安排，以消除對所得的雙重徵稅，同時防止通過逃避稅行為造成不徵稅或少徵稅(包括通過擇

協避稅安排，取得本安排規定的稅收優惠而使第三方司法管轄區居民間接獲益的情況)，協議如下： 

 

第一條  人的範圍 

 

一、 本安排適用於為一方居民或同時為雙方居民的人。 

 

二、 在本安排中，根據任何一方的稅法被視為非稅務法人或某程度屬非稅務法人(完全透明或部分

透明)1 的實體或安排取得的所得，或通過該實體或安排取得的所得，應視為一方居民的所得，

但僅以該所得就該一方的徵稅而言被視為該一方居民的所得的範圍為限。 

 

三、 本安排不影響一方對其居民的徵稅，但關乎根據第九條第二款、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

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和第二十五條所給予的優惠除外。 

 

第二條  稅種範圍 

 

一、 本安排適用於由一方對所得徵收的稅收，不論其徵收方式如何。 

 

“非稅務法人或某程度屬非稅務法人”以及“完全透明或部分透明”兩個用語為雙方表述同一

意義的不同用語。其中首個用語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用語，第二個用語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用語。 

 

二、 對全部所得或某項所得徵收的所有稅收，包括對來自轉讓動產或不動產的收益徵收的稅收、

對企業支付的工資或薪金總額徵收的稅收以及對資本增值徵收的稅收，應視為對所得徵收的

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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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安排特別適用的現行稅種是： 

 

(一)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 

 

1、利得稅； 

2、薪俸稅；及 

3、物業稅； 

不論是否按個人入息課稅徵收；(以下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稅收”)； 

 

(二) 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 

 

1、所得補充稅； 

2、職業稅；及 

3、市區房屋稅； 

(以下稱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稅收”)。 

 

四、 本安排也適用於本安排簽訂之日後徵收的屬於新增加的或代替現行稅種的任何相同或實質上

類似的稅收。雙方主管當局應將各自稅法所作出的任何重大變動通知對方。 

 

第三條   一般定義 

 

一、 在本安排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釋外： 

 

(一)“一方”和“另一方”的用語，按照上下文，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 

 

(二)“公司”一語是指任何法人團體或在稅收上視為法人團體的任何實體； 

 

(三)“主管當局”一語： 

 

1、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是指稅務局局長或其獲授權的代表； 

2、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是指行政長官或其獲授權的代表； 

 

(四)“一方企業”和“另一方企業”的用語，分別指一方居民經營的企業和另一方居民經營

的企業； 

 

(五)“人”一語包括個人、公司及任何其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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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方“認可退休基金”一語是指在該一方設立的實體或安排，其根據該一方的稅法，

視為一個獨立分開的人，且： 

 

1、 其設立和營運目的，專門或幾乎專門是管理提供予個人的退休利益及附屬或附帶利

益，或向個人提供上述利益，並按此而受該一方規管；或 

2、 其設立和營運目的，專門或幾乎專門是為第 1 分項所述實體或安排的利益，而將資

金作投資； 

 

(七)“海運、空運和陸運”一語是指以船舶、飛機或陸運車輛進行的任何運輸，但該船舶、

飛機或陸運車輛僅在一方各地之間營運，且營運該船舶、飛機或陸運車輛的企業不是

該一方的企業的情況除外； 

 

(八)“稅收”一語，按照上下文，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稅收或澳門特別行政區稅收。 

 

二、 一方在任何時候實施本安排時，對於未經本安排明確定義的任何用語，除上下文另有解釋或

根據第二十五條的規定雙方主管當局同意該用語具有別的含義外，該用語應當具有當其時根

據該一方適用於本安排的稅種的法律所規定的含義，而在根據該一方適用的稅法給予該用語

的含義與根據該一方其他法律給予該用語的含義兩者中，以前者為準。 

 

第四條  居民 

 

一、 在本安排中，“一方居民”一語： 

 

(一)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是指， 

 

1、 通常居住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個人； 

2、 在某課稅年度內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逗留超過 180 天或在連續兩個課稅年度(其中一

個是有關的課稅年度)內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逗留超過 300 天的任何個人； 

3、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為法團的公司，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成立為法團而通

常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受管理或控制的公司； 

4、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組成的任何其他人，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組成而

通常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受管理或控制的任何其他人； 

 

(二)    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是指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由於住所、居所、成立地、

管理機構所在地，或任何其他類似的標準，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負有納稅義務的人。但

是，該用語不包括僅因來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所得而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負有納稅義

務的人； 

 

(三) 就任何一方而言，是指該一方政府，以及該一方認可退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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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第一款的規定，同時為雙方居民的個人，其身分應按以下規則確定： 

 

(一) 應認為僅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一方的居民；如果在雙方同時有永久性住所，應認為

僅是與其個人和經濟關係更密切的一方(重要利益中心)的居民； 

(二) 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一方無法確定，或在任何一方都沒有永久性住所，應認為僅

是其有習慣性居處所在一方的居民； 

(三) 如果其在雙方都有，或都沒有習慣性居處，應認為僅是其擁有居留權所在一方的居民 

(四) 如果其擁有雙方居留權，或沒有擁有任何一方居留權，雙方主管當局應通過相互協商

解決。 

 

三、 由於第一款的規定，除個人外，同時為雙方居民的人，雙方主管當局應在考慮其實際管理機

構所在地、其成立為法團或以其他方式組成的地方以及任何其他相關因素的基礎上，盡力通

過相互協商確定該人在適用本安排時應認為是哪一方的居民。如雙方主管當局未能就其居民

身分達成一致意見，該人不能享受本安排規定的任何稅收優惠或豁免，但雙方主管當局就其

可享受本安排待遇的程度和方式達成一致意見的除外。 

 

第五條  常設機構 

 

一、 在本安排中，“常設機構”一語是指企業進行全部或部分營業的固定營業場所。 

 

二、“常設機構”一語特別包括： 

 

(一) 管理場所； 

(二) 分支機構； 

(三) 辦事處； 

(四) 工廠； 

(五) 作業場所；及 

(六) 礦場、油井或氣井、採石場或任何其他開採自然資源的場所。 

 

三、 建築工地或建築或安裝工程須持續六個月以上方構成常設機構。 

 

四、 僅為確定是否已超過第三款所述六個月的期間， 

 

(一) 凡一方企業在另一方於某場所(該場所構成建築工地或建築或安裝工程)進行活動，且該

等活動在一段或多於一段期間內進行，為期連續或累計超過 30 天但不超過六個月，及 

(二) 與首述企業緊密關聯的一個或多於一個企業，在不同期間於同一建築工地或建築或安

裝工程進行相關聯的活動，每段期間為期均超過 30 天，則該等不同期間應計入首述企

業於該建築工地或建築或安裝工程進行活動的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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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雖有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規定，凡一方企業在另一方提供服務： 

 

(一) 如該等服務是通過某個人提供的，而該個人在任何十二個月中，在該另一方停留連續

或累計超過 183 天，或 

(二) 如該等服務在任何十二個月中，為期連續或累計超過 183 天，且該等服務是通過一名

或多於一名在該另一方停留並提供該等服務的個人為同一個項目或多個相關聯的項目

所提供的，則在提供該等服務時在該另一方進行的活動，應認為是通過該企業設在該

另一方的常設機構進行的，除非該等服務限於第七款所述活動，按照該款規定該等服

務如果通過固定營業場所(適用第八款規定的固定營業場所除外)提供，不會導致該固定

營業場所構成常設機構。在本款中，任何個人代表某企業提供的服務，不應認為是由

另一企業通過該個人所提供的，但該另一企業監督、指使或控制該個人提供該等服務

的方式的情況除外。 

 

六、 在第五款中，凡一方企業在另一方提供服務，並在某段期間內與另一企業緊密關聯，而該另

一企業亦在該另一方為同一個項目或多個相關聯的項目提供實質上類似的服務，以及該另一

企業的該等服務是通過一名或多於一名在該段期間內在該另一方停留並提供該等服務的個人

所提供的，則首述企業應認為在該段期間內在該另一方通過該等個人為上述同一個項目或多

個相關聯的項目提供服務。 

 

七、 雖有本條上述的規定，“常設機構”一語應認為不包括： 

 

(一) 專為儲存、陳列或交付本企業貨物或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設施； 

(二) 專為儲存、陳列或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業貨物或商品的庫存； 

(三) 專為另一企業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業貨物或商品的庫存； 

(四) 專為本企業採購貨物或商品，或搜集信息的目的所設的固定營業場所； 

(五) 專為本企業進行任何其他活動的目的所設的固定營業場所； 

(六) 專為第(一)項至第(五)項活動的任何結合所設的固定營業場所，前提是該活動，或就第

(六)項而言，該固定營業場所的整體活動，屬於準備性質或輔助性質。 

 

八、 在以下情況下，第七款不適用於某企業使用或所設的固定營業場所：該同一企業或與其緊密

關聯的企業於同一場所或於在同一方的另一場所進行營業活動，而且： 

 

(一) 根據本條的規定，該場所或另一場所構成該企業或與其緊密關聯的企業的常設機構，

或 

(二) 由該兩個企業於同一場所進行的活動結合而產生的整體活動，或由該同一企業或與其

緊密關聯的企業於上述兩個場所進行的活動結合而產生的整體活動，並不屬於準備性

質或輔助性質，前提是由該兩個企業於同一場所進行的營業活動，或由該同一企業或

與其緊密關聯的企業於上述兩個場所進行的營業活動，構成相輔相成功能，而該等功

能屬一項整體營業運作的組成部分。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消除雙重徵稅和防止逃避稅的安排 

 

版權所有 © 2002-2020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www.kaizencpa.com  6 

 

 

九、 雖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規定，除適用第十款的規定外，當一人在一方代表企業進行活動時，

經常性地訂立合同，或經常性地在合同訂立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而相關合同在不經該企業做

實質性修改的情況下訂立，屬於常態)，且相關合同： 

 

(一) 以該企業的名義訂立，或 

(二) 涉及該企業擁有或有權使用的財產的所有權轉讓或使用權授予，或 

(三) 涉及由該企業提供服務，該人為該企業進行的任何活動，應認為該企業在該一方設有

常設機構，除非該人所進行的活動限於第七款所述活動，按照該款規定這些活動如果

通過固定營業場所(適用第八款規定的固定營業場所除外)進行，不會導致該固定營業場

所構成常設機構。 

 

十、 如果一人作為獨立代理人在一方進行營業，在該一方代表另一方的企業進行活動，且代理行

為是其常規經營的一部分，則第九款應不適用。然而，如果一人專門或幾乎專門代表一個或

多於一個與其緊密關聯的企業進行活動，則不應認為該人是這些企業中任何一個的本款意義

上的獨立代理人。 

 

十一、 一方居民的公司，控制或受控制於另一方居民的公司或在該另一方進行營業的公司(不論是否

通過常設機構)，僅憑此項事實不能使任何一方公司構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設機構。 

 

十二、 在本條中，基於所有相關事實和情況，如果某人或企業和另一企業中的一方控制另一方，或

雙方受相同的人或企業控制，則應認定該人或企業與該另一企業緊密關聯。在任何情況下，

如果一方直接或間接擁有另一方超過 50%的受益權益(如是公司的情況下，超過 50%的表決

權和公司股份價值，或超過 50%的公司受益股權權益)，或第三方(人或企業)直接或間接擁有

該人或企業和該另一企業超過 50%的受益權益(如是公司的情況下，超過 50%的表決權和公

司股份價值，或超過50%的公司受益股權權益)，則應認定該人或企業與該另一企業緊密關聯。 

 

第六條  不動產所得 

 

一、 一方居民從位於另一方的不動產取得的所得(包括農業或林業所得)，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二、“不動產”一語應當具有財產所在一方的法律所規定的含義。該用語在任何情況下應包括附屬

於不動產的財產，農業和林業所使用的牲畜和設備，有關房地產的一般法律規定所適用的權

利，不動產的用益權，以及由於開採或有權開採礦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資源取得的不固定或

固定收入的權利。船舶和飛機不應視為不動產。 

 

三、 第一款的規定應適用於從直接使用、出租或以任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動產取得的所得。 

 

四、 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規定也適用於企業的不動產所得和用於從事獨立個人勞務的不動產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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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營業利潤 

 

一、 一方企業的利潤應僅在該一方徵稅，但該企業通過設在另一方的常設機構在該另一方進行營

業的除外。如該企業如前述般進行營業，其利潤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但應僅以歸屬於該常

設機構的利潤為限。 

 

二、 除適用第三款的規定外，一方企業通過設在另一方的常設機構在該另一方進行營業，應將該

常設機構視同在相同或類似情況下從事相同或類似活動的獨立分設企業，並視同該常設機構

與其所隸屬的企業完全獨立地進行交易。在上述情況下，該常設機構可能得到的利潤，在各

方應歸屬於該常設機構。 

 

三、 在確定常設機構的利潤時，應當允許扣除為該常設機構的目的而發生的各項費用，包括行政

和一般管理費用，不論其發生於該常設機構所在一方或其他地方。 

 

四、 如果一方習慣於以企業總利潤按一定比例分配給所屬各單位的方法來確定常設機構的利潤，

則第二款規定並不妨礙該一方按此習慣的分配方法確定其將徵稅的利潤。但是，採用的分配

方法所得到的結果，應與本條所規定的原則一致。 

 

五、 不應僅由於常設機構為企業採購貨物或商品，將利潤歸屬於該常設機構。 

 

六、 在上述各款中，除有適當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變動外，每年應採用相同的方法確定歸屬於常

設機構的利潤。 

 

七、 利潤中如果包括本安排其他各條另有規定的所得項目時本條規定不應影響其他各條的規定。 

 

第八條  海運、空運和陸運 

 

一、 一方企業營運船舶飛機或陸運車輛從事海運、空運和陸運取得的利潤，應僅在該一方徵稅。 

 

二、 第一款的規定也適用於參加聯營、聯合經營或國際營運機構取得的利潤。 

 

第九條相聯企業 

一、   當： 

 

(一) 一方企業直接或間接參與另一方企業的管理、控制或資本，或 

(二) 相同的人直接或間接參與一方企業和另一方企業的管理、控制或資本，而在上述任何

一種情況下，該兩個企業之間在商業或財務關係上訂立或施加的條件，是不同於獨立

企業之間會訂立的條件的，並且由於這些條件的存在，導致其中一個企業沒有取得其

本應取得的利潤，則可以將這部分利潤計入該企業的利潤內，並據以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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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一方將另一方已就該另一方企業徵稅的利潤包括在該一方企業的利潤內，並據以徵稅，而

在假如這兩個企業之間訂立的條件正如獨立企業之間會訂立的條件一樣的情況下，該等被包

括在內的利潤是本應由該一方企業取得的，則該另一方應對這部分利潤所徵收的稅額作出適

當的調整。在確定上述調整時，應對本安排其他規定予以適當注意，如有必要，雙方主管當

局應相互協商。 

 

第十條  股息 

 

一、 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給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二、 然而，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也可以在該一方按照該一方的法律徵稅。但是，如果該等

股息受益所有人是另一方居民，則所徵稅款不應超過該等股息總額的 5%。雙方主管當局應

通過相互協商確定實施上述限制稅率的方式。本款不應影響對該公司就支付股息的利潤徵稅。 

 

三、 雖有本條第二款的規定，在一方產生的股息如屬支付予下列機構者，則可以在該一方獲豁免

徵稅： 

 

(一)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 

 

1、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香港金融管理局； 

3、外匯基金； 

 

(二) 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 

 

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澳門金融管理局； 

3、退休基金會； 

4、社會保障基金； 

 

(三) 就任何一方而言，任何經雙方主管當局不時同意的、由該一方政府全權擁有，或主要

由該一方政府擁有的機構。 

 

四、 本條“股息”一語是指從股份或非債權關係分享利潤的其他權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

利潤的公司是其居民的一方的法律，視同股份所得同樣徵稅的其他公司權利取得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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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一方居民，在支付該等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另一方，通過設在該另

一方的常設機構進行營業或通過設在該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從事獨立個人勞務，據以支付該等

股息的股份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有實際關連的，不適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規定。

在這種情況下，應視具體情況適用第七條或第十四條的規定。 

 

六、 一方居民公司從另一方取得利潤或所得，該另一方不得對該公司支付的股息徵稅，也不得對

該公司的未分配利潤徵稅，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利潤全部或部分是產生於該另一方的利

潤或所得。但是，支付給該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據以支付股息的股份與設在該另一方的常設

機構或固定基地有實際關連的除外。 

 

第十一條  利息 

 

一、 產生於一方而支付給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二、 然而，在一方產生的利息，也可以在該一方按照該一方的法律徵稅。但是，如果該等利息受

益所有人是另一方居民，則所徵稅款不應超過該等利息總額的 5%。雙方主管當局應通過相

互協商確定實施上述限制稅率的方式。 

 

三、 雖有本條第二款的規定，在一方產生的利息如屬支付予下列機構者，則可以在該一方獲豁免

徵稅： 

 

(一)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 

 

1、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香港金融管理局； 

3、外匯基金； 

 

(二) 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 

 

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澳門金融管理局； 

3、退休基金會； 

4、社會保障基金； 

 

(三) 就任何一方而言，任何經雙方主管當局不時同意的、由該一方政府全權擁有，或主要

由該一方政府擁有的機構。 

四、 本條“利息”一語是指從各種債權取得的所得，不論其有無抵押擔保或是否有權分享債務人

的利潤，特別是從公債、債券或信用債券取得的所得，包括該公債、債券或信用債券所附的

溢價和獎金。由於延期支付而產生的罰款，不應視為本條所規定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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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一方居民，在該等利息產生的另一方，通過設在該另一方的常設機構

進行營業或通過設在該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從事獨立個人勞務，據以支付該等利息的債權與該

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有實際關連的，不適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

應視具體情況適用第七條或第十四條的規定。 

 

六、 如果支付利息的人是一方居民，應認為該等利息產生在該一方。然而，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不

論是否為一方居民)在一方設有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據以支付該等利息的債務與該常設機構

或固定基地有關連，並由其負擔該等利息，上述利息應認為產生於該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所

在一方。 

 

七、 由於支付利息的人與受益所有人之間或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特殊關係，就有關債權所支付的

利息數額超出支付人與受益所有人在沒有上述關係時所能同意的數額時，本條規定應僅適用

於後來提及的數額。在這種情況下，對該支付款項的超出部分，仍應按各方的法律徵稅，但

應對本安排其他規定予以適當注意。 

 

第十二條  特許權使用費 

 

一、 產生於一方而支付給另一方居民的特許權使用費，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二、 然而，在一方產生的特許權使用費，也可以在該一方按照該一方的法律徵稅。但是，如果該

等特許權使用費受益所有人是另一方居民，則所徵稅款不應超過該等特許權使用費總額的

3%。雙方主管當局應通過相互協商確定實施上述限制稅率的方式。 

 

三、 本條“特許權使用費”一語是指為使用或有權使用文學、藝術或科學著作(包括電影影片)的

任何版權，任何專利、商標、設計或模型、圖紙、秘密配方或程序所支付的作為報酬的各種

款項，或為有關工業、商業或科學經驗的信息所支付的作為報酬的各種款項。 

 

四、 如果特許權使用費受益所有人是一方居民，在該等特許權使用費產生的另一方，通過設在該

另一方的常設機構進行營業或通過設在該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從事獨立個人勞務，據以支付該

等特許權使用費的權利或財產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有實際關連的，不適用第一款和第二

款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應視具體情況適用第七條或第十四條的規定。 

 

五、 如果支付特許權使用費的人是一方居民，應認為該等特許權使用費產生在該一方。然而，如

果支付特許權使用費的人(不論是否為一方居民)在一方設有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支付該等

特許權使用費的義務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有關連，並由其負擔該等特許權使用費，上述

特許權使用費應認為產生於該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所在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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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由於支付特許權使用費的人與受益所有人之間或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特殊關係，就有關使用

權利或信息所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數額超出支付人與受益所有人在沒有上述關係時所能同意

的數額時，本條規定應僅適用於後來提及的數額。在這種情況下，對該支付款項的超出部分，

仍應按各方的法律徵稅，但應對本安排其他規定予以適當注意。 

 

第十三條  財產收益 

 

一、 一方居民轉讓第六條所述的並位於另一方的不動產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二、 轉讓一方企業在另一方的常設機構營業財產部分的動產、或一方居民在另一方從事獨立個人

勞務的固定基地的動產取得的收益，包括轉讓常設機構(單獨或隨同整個企業)或固定基地取

得的收益，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三、 如一方企業營運從事海運、空運和陸運的船舶、飛機或陸運車輛，其轉讓上述船舶、飛機或

陸運車輛取得的收益，或轉讓關於上述船舶、飛機或陸運車輛的營運的動產取得的收益，應

僅在該一方徵稅。 

 

四、 一方居民轉讓股份或相當於股份的權益(如在合夥或信託中的權益)取得的收益，如果在轉讓

前 365 天內的任一時間，該等股份或相當於股份的權益超過 50%的價值直接或間接來自於第

六條所定義的位於另一方的不動產，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五、 轉讓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四款所述財產以外的任何財產取得的收益，應僅在轉讓者

為其居民的一方徵稅。 

 

第十四條  獨立個人勞務 

 

一、 一方居民由於專業勞務或其他獨立性質活動取得的所得，應僅在該一方徵稅。但具有以下情

況之一的，也可以在另一方徵稅： 

 

(一) 該一方居民在另一方為從事上述活動設有可供其經常使用的固定基地；  在這種情況

下，  該另一方可以僅對歸屬於該固定基地的所得徵稅，或 

(二) 該一方居民在有關納稅年度開始或結束的任何十二個月中，在另一方停留連續或累計

達到或超過 183 天；在這種情況下，該另一方可以僅對在該另一方從事活動取得的所

得徵稅。 

 

二、“專業勞務”一語特別包括獨立的科學、文學、藝術、教育或教學活動，以及醫師、律師、工

程師、建築師、牙醫師和會計師的獨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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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非獨立個人勞務 

 

一、 除適用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的規定外，一方居民因受僱取得的薪金、

工資和其他類似報酬，除在另一方從事受僱活動外，應僅在該一方徵稅。在另一方從事受僱

活動取得的報酬，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二、 雖有第一款的規定，一方居民因在另一方從事受僱活動取得的報酬，同時具有以下三個條件

的，應僅在首述一方徵稅： 

 

(一) 收款人在有關納稅年度開始或結束的任何十二個月中，在另一方停留連續或累計不超

過 183 天，及 

(二) 該項報酬由並非該另一方居民的僱主支付或代表該僱主支付，及 

(三) 該項報酬不是由僱主設在該另一方的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所負擔。 

 

三、 雖有本條上述的規定，一方居民在進行海運、空運和陸運而營運的船舶、飛機或陸運車輛

上，作為船舶、飛機或陸運車輛的常規編制成員從事受僱活動取得的報酬，應僅在該一方徵

稅。然而，如果該船舶、飛機或陸運車輛是由另一方企業營運，該項報酬也可以在該另一方

徵稅。 

 

第十六條  董事費 

 

一方居民作為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取得的董事費和其他類似款項，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第十七條  演藝人員和運動員 

 

一、 雖有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的規定，一方居民作為演藝人員，如戲劇、電影、廣播或電視藝

人、音樂家，或作為運動員，在另一方以上述身分從事其個人活動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該另

一方徵稅。 

 

二、 演藝人員或運動員以其演藝人員或運動員身分從事個人活動取得的所得，如果並非歸屬於演

藝人員或運動員本人，而是歸屬於其他人，則雖有第十四條和第十五條的規定，該所得可以

在該演藝人員或運動員從事其活動的一方徵稅。 

 

三、 雖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規定，按照雙方的文化安排從事第一款所述活動取得的所得，如果對

一方的訪問完全或主要是由任何一方的公帑或政府基金所贊助，並是為了非牟利的目的，該

所得在從事上述活動的一方應獲豁免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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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退休金 

 

在一方產生的、因過往的受僱工作或過往的自僱工作而支付給另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類似報酬

(包括整筆款項)，可以在首述一方徵稅。 

 

第十九條  政府服務 

 

一、 

(一) 一方政府對向其提供服務的個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薪金、工資和其他類似報酬，應僅

在該一方徵稅。 

 

(二) 但是，如果該項服務是在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務的個人為該另一方居民，並且該

居民： 

1、擁有該另一方居留權；或 

2、不是僅由於提供該項服務而成為該另一方的居民， 

則該等薪金、工資和其他類似報酬，應僅在該另一方徵稅。 

 

二、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和第十七條的規定，應適用於向一方政府經營的業務提供服務取得的薪

金、工資和其他類似報酬。 

 

第二十條  教師和研究人員 

 

一、 任何受僱於一方的大學、學院、學校或政府認可的教育機構或科研機構的個人是、或在緊接

前往另一方之前曾是該一方居民，主要是為了在該另一方的大學、學院、學校或政府認可的

教育機構或科研機構從事教學或研究的目的，停留在該另一方，對其由於從事上述教學或研

究取得的報酬中由其該一方的僱主支付或代表該僱主支付的部分，該另一方應在三年內免予

徵稅，條件是該報酬應在該一方徵稅。 

 

二、 本條第一款規定的“三年”應自該個人因上述原因第一次到達該另一方之日，或本安排第二

十八條第二款所規定的開始具有效力之日中較後的一日，開始計算。 

 

三、 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不適用於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主要是為某人或某些人的私利從事研究取得

的所得。 

 

第二十一條 學生 

 

學生或業務學徒是、或在緊接前往一方之前曾是另一方居民，僅由於接受教育或培訓的目的，停留

在首述一方，對其為了維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訓的目的收到的來源於該一方以外的款項，該一方

應免予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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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其他所得 

 

一、 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項所得，不論在什麽地方產生，凡本安排上述各條未作規定的，應僅在該

一方徵稅。 

 

二、 第六條第二款規定的不動產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是一方居民，通過設在另

一方的常設機構在該另一方進行營業，或通過設在該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該另一方從事獨立

個人勞務，據以支付該所得的權利或財產與該常設機構或固定基地有實際關連的，不適用第

一款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應視具體情況分別適用第七條或第十四條的規定。 

 

三、 雖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規定，一方居民取得的在另一方產生的各項所得，如在本安排上述各

條中未有規定，則也可以在該另一方按照該另一方的法律徵稅。 

 

第二十三條  消除雙重徵稅方法 

 

一、 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而言，應按照以下方式消除雙重徵稅： 

 

在不抵觸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中關乎允許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的司法管轄區繳納的稅收

用作抵免香港特別行政區稅收的規定(該等規定不得影響本條的一般性原則)的情況下，如已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和按照本安排的規定(在該等規定僅因該所得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

居民取得的所得而允許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的範圍內除外)，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人自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來源取得的所得繳納澳門特別行政區稅收，則不論是直接繳納或以扣除的

方式繳納，所繳納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稅收應允許用作抵免就該所得而應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稅收，但如此獲允許抵免的數額，不應超過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稅法就該所得計算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稅收數額。 

 

二、 就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言，應按照以下方式消除雙重徵稅： 

 

(一)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安排的規定可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的，

除適用第(二)項的規定外，該所得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獲豁免徵稅。 

 

(二)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取得的所得，按照第十條、第十一條和第十二條的規定可以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徵稅的，就該所得繳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稅收數額，應允許在對該居民

徵收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稅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額不應超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就該所得

計算的應納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稅收數額。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消除雙重徵稅和防止逃避稅的安排 

 

版權所有 © 2002-2020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www.kaizencpa.com  15 

 

 

第二十四條  無差別待遇 

 

一、 任何人如擁有一方居留權或在該一方成立為法團或以其他方式組成，則該人在另一方負擔的

任何稅收或任何有關條件，在相同情況下(特別是在居民身分方面)，不應與擁有該另一方居

留權或在該另一方成立為法團或以其他方式組成的人負擔或可能負擔的稅收或有關條件不同

或比其更重。雖有第一條的規定，本規定也應適用於不是一方或雙方居民的人。 

 

二、 一方企業在另一方的常設機構的徵稅待遇，不應遜於該另一方給予進行相同活動的該另一方

企業的徵稅待遇。本規定不應理解為一方由於民事地位或家庭責任而給予一方居民的任何個

人免稅額、稅收優惠和減免也必須給予另一方居民。 

 

三、 除適用第九條第一款、第十一條第七款、或第十二條第六款的規定外，一方企業支付給另一

方居民的利息、特許權使用費和其他款項，在確定該企業應納稅利潤時，應像支付給首述一

方居民一樣，按相同條件予以扣除。 

 

四、 一方企業的資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為另一方一個或多於一個居民擁有或控制，該企業

在首述一方負擔的任何稅收或任何有關條件，不應與首述一方其他類似企業負擔或可能負擔

的稅收或有關條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第二十五條  相互協商程序 

 

一、 如任何人認為，一方或雙方所採取的措施，導致或將導致對其作出不符合本安排規定的徵稅

時，可以不考慮各自內部法律的補救辦法，將案情提交予任何一方的主管當局。該項案情必

須在不符合本安排規定的徵稅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內提出。 

 

二、 有關主管當局如果認為所提反對合理，又不能單方面圓滿解決時，應設法同另一方主管當局

通過相互協商解決，以避免不符合本安排的徵稅。任何達成的協議應予執行，而不受各自內

部法律時限的限制。 

 

三、 雙方主管當局應通過相互協商設法解決在解釋或實施本安排時所發生的任何困難或疑義，也

可以對本安排未作規定的消除雙重徵稅問題進行協商。 

 

四、 雙方主管當局為達成上述各款的協議，可以相互直接聯繫，包括通過由雙方主管當局或其代

表組成的聯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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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信息交換 

 

一、 雙方主管當局應交換可以預見的與執行本安排的規定相關的信息，或與執行雙方徵收本安排

所涉及的稅種的各自內部法律相關的信息，以根據這些法律徵稅與本安排不相抵觸為限。信

息交換不受第一條的限制。 

 

二、 一方根據第一款收到的任何信息，都應和根據該一方的內部法律所獲得的信息一樣作密件處

理，僅應告知與第一款所述稅種的評估、徵收、執行、起訴或上訴裁決有關，或與監察上述

事宜有關的人員或當局(包括法院和行政部門)。上述人員或當局應僅為上述目的使用該信息。

他們可以在公開法庭的訴訟程序或司法裁定中披露有關信息。雖有前述的規定，一方所取得

的信息可用於其他目的(當雙方的法律均允許該信息使用於該其他目的及提供信息的一方主管

當局授權該運用)。如未經原本提供信息的一方同意，不應為任何目的將收到的信息向任何第

三方司法管轄區披露。 

 

三、 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規定在任何情況下不應理解為一方有以下義務： 

 

(一) 採取與該一方或另一方的法律和行政慣例相違背的行政措施； 

(二) 提供根據該一方或另一方的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信息； 

(三) 提供泄露任何貿易、經營、工業、商業或專業秘密或貿易過程的信息，或如泄露便會

違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信息。 

 

四、 如果一方根據本條請求信息，另一方應使用其信息收集手段去取得所請求的信息，即使該另

一方可能並不因其稅務目的需要該信息。前句所確定的義務受第三款的限制，但是這些限制

在任何情況下不應理解為允許一方僅因該信息與該一方稅收事宜無關而拒絕提供。 

 

五、 第三款的規定在任何情況下不應理解為允許一方僅因信息由銀行、其他金融機構、代名人、

代理人或受託人所持有，或因信息與某人的所有權權益有關，而拒絕提供。 

 

第二十七條  享受安排優惠的資格判定 

 

一、 凡一方企業從另一方取得所得，且首述一方將該所得視為歸屬於位於第三方司法管轄區的常

設機構的利潤，則本安排的優惠不適用於該所得。 

 

二、 雖有本安排其他條款的規定，如果在考慮所有相關事實與情況後，可以合理地認定任何直接

或間接產生本安排優惠的安排或交易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獲得該優惠，則不得就相關所得給予

該優惠，除非能夠確認在此等情況下給予該優惠符合本安排相關規定的宗旨和目的。 

 

三、 本安排不損害各方施行其關於逃避稅(不論其稱謂是否如此)的內部法律及措施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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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生效 

 

一、 任何一方均應以書面通知另一方已完成其法律規定的使本安排生效的程序。本安排自較後一

份通知的日期起生效。 

 

二、 本安排一旦生效，其規定即： 

 

(一)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在始於本安排生效的公曆年的翌年 4 月 1 日或之後的任何課稅年度取得的所得徵收

的稅收具有效力； 

 

(二)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1、 就在來源預扣的稅收而言，對在本安排生效的公曆年的翌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取得

的應納稅數額具有效力； 

2、 就其他稅收而言，對在本安排生效的公曆年的翌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取得的所得具

有效力。 

 

第二十九條  終止 

 

本安排應維持有效，直到被任何一方終止為止。任何一方均可以在本安排生效之日起滿五年後任何

公曆年結束前至少六個月之前，以書面通知另一方終止本安排。在這種情況下，本安排： 

 

(一)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不再對在始於該終止通知發出的公曆年的翌年 4 月 1 日或之後的任何課稅年度取得的所得徵

收的稅收具有效力； 

 

(二)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1、 就在來源預扣的稅收而言，不再對在該終止通知發出的公曆年的翌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取

得的應納稅數額具有效力； 

2、 就其他稅收而言，不再對在該終止通知發出的公曆年的翌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取得的所得

具有效力。 

  

下列代表，經正式授權，已在本安排上簽字為證。 

本安排於 2019 年 11 月 22 日在香港和於 2019 年 11 月 25 日在澳門簽訂，一式兩份，每份都用中

文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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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消除雙重徵稅和防止逃避稅的安排》議定書 

  

在簽訂《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消除雙重徵稅和防止逃避稅的安排》(以下

稱為《安排》)時，雙方同意以下規定，作為《安排》的組成部分。 

 

關於第七條(營業利潤) 

 

按雙方理解： 

 

(一) 雙方可以依循以下文件所解釋的方法實施第七條： 

 

1、 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稱為“經合組織”)在 2010 年 7 月 22 日核准的《常設機構

利潤歸屬報告》(以下稱為《報告》)； 

2、 由經合組織在 2017 年 11 月 21 日核准的《收入及資本稅收協定範本》第七條的評註(以

下稱為“評註”)；及 

3、 由經合組織不時核准的任何其他版本的《報告》或評註、或任何其他文件(包括就《報

告》或評註作出的任何更新、指引或補編)； 

 

(二) 如一方對歸屬於其中一方企業的常設機構的利潤作出調整，並據此對該企業已在另一方徵稅

的利潤徵稅，則該另一方應在為消除雙重徵稅而有需要的範圍內，適當地調整其對該等利潤

徵收的稅額。在確定上述調整時，如有必要，雙方主管當局應相互協商； 

 

(三) 如果一方企業的權益並非由該一方居民受益擁有，則就逃避稅的情況而言，第七條規定的優

惠不適用於該企業的利潤。 

  

本議定書於 2019 年 11 月 22 日在香港和於 2019 年 11 月 25 日在澳門簽訂，一式兩份，每份都用

中文寫成。 

 
 

注：以上整理來自香港及澳門稅局官網發佈的官方文件，僅供參考。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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