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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包容性框架下的 137个国家和地区就国际

税收规则形成“双支柱”方案，其中“支柱二”的主要内容即最低税率为 15%的全球最低

企业税。最低税作为美欧博弈的产物，不仅体现了美国的政策意图，也使美欧关于数字

税的争端暂时得以消弭。世界各国对最低税的反映不一，对我国影响总体可控。我国应

把握契机，主动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提升我国税收话语权，积极在全球最低税规则的后

续制定中发出声音，适时推进国内企业所得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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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全球最低企业税

2021 年 7 月 1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布的《关于解决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
挑战的两大支柱解决方案的声明》称，为应对经济

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包容性框架下的 130个国
家和地区就国际税收规则形成“双支柱”方案[1]。7月
10日，二十国集团（G20）宣布支持“双支柱”方案 [2]。
10月 8日，OECD再次公布关于“双支柱”方案的新
进展，称已有 136个国家和地区就其达成共识，并
明确了此前未确定的部分细节，同时拟在 2022年
推进立法，2023年生效执行[3]。至此，“双支柱”方案
已获全部 OECD和 G20成员国的支持，OECD包容
性框架下的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斯里兰

卡等尚未加入该协议[4]。11月 4日，毛里塔尼亚加入

包容性框架并宣布支持“双支柱”方案。

在“双支柱”方案中，“支柱二”被广泛称为“全

球最低企业税”，它重点关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问题，规定大
型跨国集团的实际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
ETR）均应达到全球最低税率水平 15%，旨在解决企
业利用低税地进行避税和各国由此展开的税收“逐

底竞争”问题。

具体来看，“支柱二”包含三个规则，分别为基

于国内税法框架的收入纳入规则（Income Inclusion
Rule，IIR）和低税支付规则（Undertaxed Payments
Rule，UTPR），以及基于双边税收协定的应税规则
（Subject to Tax Rule，STTR）[5]。

收入纳入规则（IIR），旨在防止利润转移，主要
针对居民国。根据 IIR，若居民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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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控外国实体其所得适用的实际有效税率（ETR）
低于最低税率，则无论是否汇回境内，是否在会计

上做出利润分配，居民国都享有对其征收补足税

（top-up tax）的权利。收入纳入规则将确保跨国集团
的实际有效税率高于最低税率，从而避免其将利润

转移至低税地区。

低税支付规则（UTPR），旨在避免税基侵蚀，主
要针对来源国。根据 UTPR，当发生跨国关联支付
时，若境外关联收款方适用的实际有效税率（ETR）
低于最低税率，则来源国可以拒绝对境内付款方的

该笔支付进行税前扣除，或对其征收来源税。UTPR
可以看作是对 IIR的补充，只有当居民国自上而下
放弃 IIR，来源国方可根据 UTPR行使征税权，也就
是说，IIR具有优先适用权。

IIR和 UTPR共同构成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al
anti-Base Erosion，GloBE）方案，二者所共同执行的
最低税率，即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为 15%。GloBE适用
于合并集团年收入达到 7.5亿欧元的跨国集团，但
跨国集团总部所在国在实施 IIR 规则时不受此
限制。

应税规则（STTR），可以视为对 UTPR的补充，
是 OECD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征税权，旨在保护
征管能力较低的来源国的税基。根据 STTR，当跨国
关联实体之间利用税收协定特定所得（如利息、特

许权使用费等）条款将利润进行转移，若收款方居

民国适用的名义税率低于 STTR 规则下的最低税
率，则特定款项来源国可按最低税率对其征收预提

税或其他来源地税收。目前，达成共识的 STTR规则
下的最低税率为 9%。
二、全球最低企业税提出的国际背景

从发出倡议到正式落地，此次 OECD关于全球
最低企业税的协议并不是一项新议题，而是内嵌于

BEPS行动，旨在应对日趋严重的税基侵蚀和利润
转移以及愈演愈烈的税收“逐底竞争”问题。与此同

时，借鉴了美国“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制
度的思路。

（一）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日趋严重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

各国之间的税制差异和规则错配进行税收筹划，将

利润转移到无实际经营活动的低税率国家或地区，

以达到不交或少交税的目的，在国际范围内引发日

趋严重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根据各类国际

组织认定，当前世界上存在近 100个避税港，遍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欧洲与加勒比海地
区淤。其中，既包括无企业所得税的纯避税地，如巴
哈马、百慕大、安圭拉、开曼群岛、瓦努阿图、英属维

尔京群岛等，也包括低所得税率或存在大量税收优

惠的避税地，如安道尔、巴巴多斯、爱尔兰、列支敦

士登、塞浦路斯、直布罗陀等。企业利用“避税天堂”

进行跨国避税，由此造成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每

年给各国带来的损失达 100-2400亿美元，相当于
全球企业所得税收入的 4%-10%。因此，早在 2013
年，受 G20委托，OECD就发布《BEPS 行动计划》，
积极寻求制定国际税收规则以打击避税。2019年，
为推动各国达成共识，OECD发布《为应对经济数字
化带来的税收挑战制定共识解决方案的工作计

划》，正式提出“双支柱”方案[6]。其中，“支柱一”旨在
通过修改利润分配规则和联结度规则重新分配各

国之间的征税权，“支柱二”则重点关注尚未解决的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全球反税

基侵蚀（GloBE）提案，GloBE正是构成此次全球最低
企业税制度的核心方案。可见，最低税并不是此次

OECD的新议题，而是内嵌于 BEPS行动中。
（二）税收“逐底竞争”愈演愈烈

在开放的市场中，一国的税收政策能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税率越低，意味着企业

的税收负担越低，越能吸引海外投资落地。基于此，

自 1980年以来，为在经济全球化中更多吸引外资，
各国围绕税收的“逐底竞争”愈演愈烈，导致全球平

均企业税率呈现下降趋势。根据美国税收基金会

（Tax Foundation）的研究，在统计的 223个司法管辖
区中，全球平均法定企业税率从 1980年的 40.11%

淤由于不同国际组织、不同国家对“避税天堂”的认定标准不一，因此
目前尚无一个确定的“黑名单”。文中所述国际组织主要包括：OEC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论坛、税收正义联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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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 2020 年的 23.85%（如图 1 所示），下降了
41%；经 GDP 加权后，平均税率从 1980 年的
46.52%下降到 2020年的 25.85%，下降了 44%。当
前，这种“逐底竞争”的趋势仍在继续：2020年有 10
个国家（地区）的企业税率发生变化，其中 9个进行
了下调，如法国从 34.43%下调至 32.02%、比利时从

29.58%下调至 25%、摩纳哥从 31%下调至 28%、格
陵兰从 31.8%下调至 26.5%；还有部分 OECD国家
宣布减税计划，如法国企业税率计划 2022年下降
至 25%[7]。愈演愈烈的税收“逐底竞争”不仅不利于

构建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还会对各国国内税制造

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限制税收功能的发挥。

图 1 1980年 -2020年全球平均法定企业税率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Tax Foundation. Corporate Tax Rates around the World，2020。

（三）美国推进 GILTI制度

实际上，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E）提案借鉴了
美国 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TCJA）中“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lobal
Intangible Low-Taxed Income，GILTI）制度的思路，它
可以视作美国为应对 BEPS问题单方面实施的全球
最低税[8]。长期以来，美国深受企业以避税之由将利

润滞留海外的困扰，为避免无形资产流失，促进境

外资本回流，TCJA在所得税法第 951节中新增了
“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制度，规定美国股
东从认定的受控外国公司取得的符合条件的收入

减去经营资产投资总额乘以 10%（若有应扣利息费
用，则从此项中扣除）后的余额即为 GILTI，这一部
分所得需要在美国补缴税款，拜登税改前适用的税

率为 10.5%。事实上，此规则给总部位于美国的企业
其海外经营投资设定了一个最低利润率 10%，这部

分利润以内的视为有形资产的回报，予以免税；超出

部分则视为超额利润，且在实践中通常认为是由无

形资产带来的，需要向美国补税，以此防止跨国避

税。可见，GILTI制度在性质上相当于美国单边的全
球最低税，OECD在 GloBE提案中借鉴了这一思路，
旨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三、美国力推全球最低企业税的意图分析

借助 BEPS行动的有序推进，全球最低企业税
虽早已是 OECD为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
战而提出的应对方案，但此次国际就其达成共识，

离不开美国的“推波助澜”。事实上，倡导建立全球

最低税制度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推出的系列税

改中的国际路径之一，其背后也体现出美国较强的

政策意图。

总体来看，与上届总统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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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拜登的税改方案以“增税”为核心，并且主要针

对富人阶层，颇有“劫富济贫”的意图。根据美国财

政部公布的相关细节，此轮税改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以提高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与资本利得

税为主线的国内路径，另一条是以推动建立全球最

低税制度为主线的国际路径[9]。可见，作为拜登税改

框架内的重要一环，要看清全球最低企业税及其背

后政策意图的“全貌”，还需从拜登增税的原因进行

分析。

（一）拜登增税的原因

从政治角度看，拜登增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其所属民主党的政治诉求，如扩大政府权力，增加

公共支出和税收，代表中下阶层利益，主张经济平

等与社会公平等。但税收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之一，具有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两大经济职

能，故税改归根结底还是要达成一些经济目标，以

振兴美国。

第一，在赤字规模巨大、发债空间有限的情况

下，拜登增税旨在为美国振兴计划筹集财政资金。

拜登上台后，先后提出了“美国就业计划”（The
American Jobs Plan）和“美国家庭计划”（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前者拟向基建、制造业、环保等领域
投资约 2.3万亿美元，以拉动投资[10]；后者主要面向

教育、育儿、工薪人员和家庭，投资总金额达 1.8万
亿美元，以带动消费[11]。与此同时，拜登还提出为支

撑这两项计划的税收措施，主要为向企业和富人增

税。可见，增税的直接目的是为振兴计划筹集财政

资金，而这一政策选择与美国政府当前的财政运行

状况密切相关。首先，特朗普减税之后，美国财政收

入下降，财政支出增加，由此导致赤字规模巨大。从

收入端来看，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0财年
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约为 3.42万亿美元，较上一财年
的 3.46万亿美元有所下降。①这一方面是受美国整

体经济运行低迷的制约，②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特朗

普减税的影响。据统计，2018年 91家世界 500强公
司未缴纳联邦企业所得税，平均企业所得税税率下

降至不到 8%。③从支出端来看，为对冲疫情影响，

2020财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达 6.55 万亿美元，较
上一财年增长 47.2%。④由此导致财政赤字高达 3.1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18.1%，占 GDP的比重上升
至近 15%，创历史记录。其次，美国政府发债空间
有限。筹集财政资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税

收，一种是发行公债，而美国政府长期债台高筑，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债务规模更是逼近 28 万亿
美元，占 GDP的比重超 130%。因此，尽管此后在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磋商中关于振兴计划的投资总

额有所削减，但在美国赤字规模巨大、发债空间有

限的财政运行情况下，拜登政府不得不通过对企

业增税为“就业计划”筹资、对富人增税为“家庭

计划”筹资。

第二，除筹集财政资金外，拜登增税更深层次

目的在于缩小美国贫富差距。长期以来，收入分配

和两极分化是影响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首先，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凸显。2019年，前
1%人群的收入份额达 20.52%，前 10%的收入份额
达 46.78%，较 1970年分别上升 9.06、12.38个百分
点；中间 40%人群的收入份额为 40.55%，后 50%的
收入份额为 12.67%，较 1970年分别下降 4.22、8.17
个百分点。⑤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自 1971年起，美国全部住户收入基尼系数均位于
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 0.4之上，2018年达到 0.49。⑥

这意味着在过去 50多年，美国的收入差距在日渐
扩大。其次，美国财富不平等问题更为严峻。2016
年，前 1%人群的财富份额达 36.59%，前 10%的财
富份额达 71.35%，较 1970年分别上升 10.95、2.6个
百分点；中间 40%人群的财富份额为 28.29%，后
50%的财富份额为 0.36%，较 1970 年分别下降

淤 数 据 来 源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https://
fiscaldata.treasury.gov/datasets/monthly-treasury-statement.
于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美国整体经济运行低迷，GDP同比实
际下降 3.5%，创 1946 年以来的最低增速。数据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盂数据来源：THE WHITE HOUSE，FACT SHEET：The American Jobs
Pla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 -room/statements -releases/
2021/03/31/fact-sheet-the-american-jobs-plan/.
榆 数 据 来 源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https://
fiscaldata.treasury.gov/datasets/monthly-treasury-statement，下同。
虞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愚数据来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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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94 个百分点。①同时据相关研究数据显

示，美国成人人均财富基尼系数近年来均超 0.85②。
此外，企业通常代表中上阶层的利益，但从所得税

税收贡献上看，美国企业所得税占比较小，并且呈

现下降趋势，这一特点在特朗普税改之后尤为明

显。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0年美国联邦政
府企业所得税收入为 2118.4亿美元，即使考虑通货
膨胀等因素，也仅略高于 2011年水平；企业所得税
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6.19%，而在上世纪 60年
代占比可达 20%以上。③因此，在美国贫富差距凸显
的背景下，拜登税改通过对企业和富人加税，不仅

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

税收的累进性，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从而改

善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二）全球最低企业税为拜登增税加筑全球“防

火墙”

资本是极易流动的生产要素，而企业所得税正

是以资本为课征对象的税种。因此，拜登出台增税

计划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增加企业税收负担和

运营成本，从而引发企业外迁，加剧资本流失。[12]这
一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从美国国内情况来

看，资本外流一直是长期困扰美国的重要问题。据

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④，2017年仅跨国公司资本流
出就达 3277.8亿美元，瑞士银行数据也显示，截至
2016年第四季度末，美国企业囤积在海外的利润高
达 2.5万亿美元，其中微软和苹果利润超 1000亿美
元，位居前二⑤。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2017年特朗
普政府希望通过减税吸引资本和利润回流。其次，

从国际情况来看，增税或将降低美国的税收竞争

力，进一步强化资本外迁的动机。根据美国税收基

金会（Tax Foundation），2020年，全球平均法定企业
所得税率为 23.85%，欧洲地区最低，为 19.99%；非
洲地区最高，为 28.50%。OECD国家的平均企业税
率为 23.51%，欧盟 27 国为 21.47%，G7 国家为
24%，G20国家为 26.96%（见表 1）。可见，若拜登将
企业税率提升至 28%，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处
于 OECD、G7、G20国家的较高位，美国或面临税收
竞争力显著下降的风险，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

表 1 2020年按地区或国际组织划分的平均企业税率
地区 /国际组织 平均税率 GDP加权平均税率 覆盖的国家（地区）数量

非洲 28.50% 28.16% 50

亚洲 20.06% 25.37% 46

欧洲 19.99% 24.61% 39

北美 26.06% 26.13% 22

大洋洲 23.75% 29.74% 8

南美洲 27.54% 31.83% 12

G7 27.24% 26.95% 7

经合组织 23.51% 26.30% 37

金砖国家 27.40% 26.49% 5

欧盟 27国 21.47% 26.46% 27

G20 26.96% 26.77% 19

世界 23.85% 25.85% 177

资料来源：Tax Foundation，Corporate Tax Rates around the World，2020。

淤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于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盂数据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榆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虞数据来源：UBS Global，https：//www.ubs.com/global/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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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国内外环境下，拜登推行增税政策需

要增加一道全球“防火墙”，帮助其更好堵住资本和

利润外流的“后门”，这也是此次拜登税改将推动建

立全球最低企业税制度纳入其国际路径的重要原

因之所在。有了最低税的“保驾护航”，拜登政府就

可以大刀阔斧开展税制改革而无太大的“后顾之

忧”。

（三）美国欲借此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和国际

规则话语权

全球最低企业税不仅与拜登税改相辅相成，从

长远看，美国更希望借此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

地位以及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从“退群外

交”重回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

首先，美国欲借最低税提升经济的国际竞争

力。在世界平均法定企业税率下降的大趋势下，美

国上调企业所得税率会增加在美国纳税企业的税

负与成本，那些在低税率国家和地区纳税的企业就

会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因此，全球最低企业税在

打击国际避税的同时，也变相增加了低税率国家和

地区企业的税负。同时，15%的最低税率相当于一道
“单向开合”的“防护门”，既堵住了资本外流的“去

路”，又打开了资本回流的“来路”，有助于促进美国

产业内迁，增加国内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稳定就

业。此外，有了最低税的加持，拜登政府通过对企业

加税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将主要用于桥梁、道路、互

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美国经济的长续

发展。

其次，美国欲借全球最低企业税提高在国际规

则制定上的话语权，重拾“世界经济领导者”身份。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日趋激烈

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国际规则话语权的

“争夺”上。然而，特朗普政府对外推行“美国优先”，

实施了多种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退群外交”政

策。拜登上台之后，外交政策从“美国优先”转向“同

盟优先”，强调通过修复国际盟友关系共同应对挑

战，让美国重回世界中心。[13]2021年 4月，美国财长
耶伦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上发表演讲，将当前

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前的进

行了类比，而后者正是建立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

体系的关键节点。因此，从外交政策来看，美国欲借

全球最低企业税提高其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

权，助力美国走出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关键一步。

四、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影响

全球最低企业税作为美国积极倡导的国际税

收规则，可谓“如愿以偿”达成了其政策意图，对世

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各国对最低税

的反应不一，欧盟高税率国家更是将其作为与美国

博弈的“利器”，最终使最低税成为美欧博弈的

产物。[12]

（一）对欧盟高税国家：美欧博弈的“利器”

对欧盟高税率国家而言，全球最低企业税可谓

“正中下怀”。

一方面，由于欧洲是世界主要避税地的分布区

域之一，因此欧盟高税率国家也长期遭受税基侵蚀

和利润转移问题的困扰，在近 20年来相继展开日
趋严重的税收“逐底竞争”。数据显示，从 1980年到
2020年，欧洲地区的平均企业税率下降幅度最大，
从 44.6%下降至 19.9%，降幅达 55%。①最低税制度

将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规范税收秩序。

另一方面，近年来美欧就数字税问题发生了多

次摩擦，在美国提出建立最低税制度的倡议后，欧

盟高税率国家恰好借此作为同美国博弈的工具，以

此换得数字经济下税收利益的重新分配。事实上在

最初的“双支柱”方案中，支柱一重点关注的是数字

经济下的征税权和利润分配，主要针对的是数字企

业。由于数字经济给欧盟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税收挑

战，因此他们积极倡议改革国际税制以适应数字经

济的发展，为此欧盟还提出了“数字服务税提案”，

但未能达成国际共识。2019年 7月，法国率先出台
了全球第一部关于征收数字税的法案，主要征收对

淤 数 据 来 源 ：Corporate Tax Rates around the World，2020，Tax
Foundation. https：//taxfoundation.org/corporate-tax-rates-around -the-
world-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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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数据来源：CSMAR海外上市公司数据库，经本文统计得到。https：//
www.gtarsc.com/.

象为 Google、Amazon、Facebook、Apple 等互联网科
技企业。由于征收对象多为美国公司，特朗普政府

随即以税法不公平为由对法国发起“301调查”，并
威胁对法国加征报复性关税，由此拉开了美欧经贸

摩擦的序幕。此后，随着部分欧洲国家，如英国、奥

地利、意大利、波兰、土耳其等国纷纷出台数字税法

案或相关计划，美欧关系出现恶化。与此同时，特朗

普政府还于 2019年提出数字税的“安全港”原则，
赋予美国企业一定的纳税选择权，允许其自愿选择

遵守新的或旧的税收规则，可以选择不在境外纳

税。这与 OECD的支柱一相违背，遭到多数国家的
反对，美国随后宣布退出数字税谈判，美欧关系进

一步陷入僵局。

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国际税收问题采取不同的

态度，一方面，宣布放弃上届政府提出的“安全港”

原则，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支柱二”积极推动建立

全球最低税制度。可以说，由于拜登税改的增税政

策，美国更需要“支柱二”来协同发力，以避免资本

外流；而欧洲国家由于数字经济带来较大的税收挑

战，更需要通过“支柱一”来重新分配税收利益。由

此，通过几个回合的磋商，欧洲国家同意提高原先

计划的 12.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但希望下调美
国倡导的 21%，以兼顾部分低税率国家的利益；同
时，美欧需要就经济数字化下的征税权分配达成一

致。美国同意下调最低税率到至少 15%，但“支柱
一”的相关政策不能仅针对数字企业，要把那些经

营规模大、利润高的企业都纳入进来。可以看到，在

两个方案上，双方各有妥协，美国为了“支柱二”，在

“支柱一”上做出了让步，欧洲国家为了“支柱一”，

在“支柱二”上做出了让步。最终通过“双支柱”方

案，美欧关于数字税的战争暂时消弭，双方的经贸

摩擦也得以缓解。

（二）对欧盟低税国家：强烈反对，但最终加入

对于欧盟低税率国家而言，在最低税提出之初

引起了其强烈反对。尤以爱尔兰为代表，其企业所

得税税率为 12.5%，是目前发达国家中企业税率最
低的国家之一，在 OECD 2021年 10月 8日达成最
新共识前一直拒绝“双支柱”方案。长期以来，爱尔

兰凭借低税优势吸引了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等

众多科技企业在此汇集，其首都享有“欧洲硅谷”的

美誉。若全球最低企业税使企业的最终实际税率不

低于 15%，将极大降低爱尔兰对跨国企业的吸引
力。爱尔兰财政部长也曾多次表示，对当前水平的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持相当大的保留意见；爱尔兰仍

将长期保持 12.5%的税率；小国不具备大国拥有的
规模、资源等优势，需要利用税收政策等合法手段

弥补；任何协议均应兼顾大国和小国、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等等。2021年 10月 8日，经过密集谈
判，爱尔兰、匈牙利、爱沙尼亚等欧盟低税率国家和

地区最终同意加入“双支柱”方案，但也争取到了部

分“让步”，比如最新方案删去了此前关于最低税率

“至少为 15%”的表述，将其确定为 15%，并称这一
税率未来不会提高。[3]

（三）对避税地：“致命打击”

对于避税地而言，最低税将给予其“致命打

击”，但最终取决于最低税制度的后续落实程度和

执行强度。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日益成为部分国家

和地区开展竞争的重要手段，尤其是一些小国和岛

国，其本身不具备发展产业的优势，便通过降低税

率，甚至设置零税率吸引企业入驻，从中赚取“服务

费”。以我国为例，在 1670余家海外上市公司中，有
533家、101家、49家企业分别注册在开曼群岛、百
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世界著名的“避税天堂”，

占比近 50%，大众所熟知的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等
均注册于开曼群岛，上市于海外，但大部分营业收

入和利润来自于中国大陆。①与此同时，避税地的

“优势”还在于它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小国优势”和

“区位优势”，通过不同程度地拒绝同其他司法管辖

区进行合作和信息共享，为入驻企业提供庇护场

所，使其部分活动免受法律约束，因而备受企业青

睐。因此，全球最低企业税会在多大程度上打击避

税地，还取决于最终落实情况以及执行强度，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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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税地作为税率较低的离岸岛与“秘密管辖区”，依

然会对企业具有一定吸引力。

（四）对发展中国家：利大于弊

全球最低企业税作为美欧博弈的产物，更多体

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

言，其影响总体利大于弊。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

企业所得税税率较高，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相对较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源优势

吸引外资，而非低税率。因此，最低税有助于通过打

击国际避税，维护发展中国家税收权益，增加政府

税收能力。另一方面，“支柱二”中的 STTR规则赋予
发展中国家以特殊征税权，有助于保护税收征管水

平较低的国家避免受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更大

侵害。但也需要注意，相比于发达国家，外资对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率较大，最低税可能造成外

资减少，从而冲击国内就业及产业发展。

五、全球最低企业税对我国的影响及政

策选择

作为 OECD包容性框架下的成员之一，我国于
2021年 7月 1日支持加入“双支柱”方案。全球最低
企业税及其产生的辐射效应也会对我国产生一定

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需把握契机，积极应对。

（一）全球最低企业税对我国的影响总体可控

当前，我国企业所得税一般税率为 25%，优惠
税率最低一档为 15%，最低税对我国的影响总体可
控。

首先，GloBE规则与我国现行税制并未产生实
质性冲突，但可能影响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

效果。一方面，从税制上看，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的

相关规定与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E）规则并未产生
太大冲突。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全球征税原则，居

民企业来源于境外分支机构的各项所得，无论是否

汇回国内，均需按照我国的税率进行补税；居民企

业从境外取得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及

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投资所得，一般也需按

照 25%的税率进行补税。可见，为避免国际重复征

税，我国企业所得税采取的是抵免法而非免税法，

这与收入纳入规则（IIR）在本质上类似；并且我国名
义税率 25%远高于目前商定的最低税率，故 IIR并
不会影响我国征税权的行使。与此同时，当且仅当

母公司居民国拒绝适用 IIR 时，低税支付规则
（UTPR）才作为 IIR的替补措施被触发，因此，UTPR
的适用是有一定条件的；并且，UTPR旨在保护来源
国税收权益，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

这一规则将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税收权益，故也不会

对我国现行税制产生太大冲击。

另一方面，GloBE中的“实际有效税率”（ETR）
可能会影响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在 IIR
和 UTPR中，最低税率的比较对象并非各国的名义
税率，而是基于统一计算规则下的实际有效税率

（ETR），具体为实际税负与统一税基的比值。我国的
名义税率为 25%，此外还有针对小型微利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的两档优惠税率 20%和 15%；同时，为
了鼓励重点行业、小微企业发展，激励创新等，还设

置了多种诸如“几免几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可

能使部分领域的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的实际有效

税率低于 15%，尤其是高新技术类企业，从而面临
较高的补税风险，最终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

其次，应税规则（STTR）对我国的影响有限。
STTR是 OECD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征税权，旨
在保护征税水平较低国家的税收利益。我国将更多

从中受益。根据 STTR规定，当特定所得适用税率低
于 STTR规则下的最低税率 9%时，该项规则才会触
发。而在我国对外正式签署的 100多个避免双重征
税协定中，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的预提税限定税率

一般在 10%，仅有约 19%的利息条款限制税率低于
9%，约 18%的特许权使用费条款限制税率低于
9%，因此，STTR对我国税收协定的影响有限。同时，
当我国作为接受特定款项的居民国时，由于我国对

居民企业境外所得一般要按 25%的税率补税，对特
定所得也无优惠政策，因此不会增加居民企业境外

补税的风险。当我国作为特定款项的来源国时，若

该款项满足条件，我国将有权对其补充征收预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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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STTR最低税率水平，这有助于维护我国的税收
权益。

可见，全球最低企业税对我国的影响总体可

控，我国加入“双支柱”方案亦是理性选择。

（二）我国的政策选择

1.积极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提升中国税收话
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

国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也曾多次在国际重大政治场合就国际税收问

题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要加强全球税收合作，

打击国际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

高税收征管能力”，为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持续推

动全球税收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我国是全球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

响，积极参与全球税收治理的战略意义要远远超越

税收本身。因此，要从大国税务的理念出发，始终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税收治理

体系建设，积极提高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在全球税收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

量”。同时，要持续发挥对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的辐射作用，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税收

体系。

2.积极参与全球最低企业税规则的后续制定
从目前 OECD包容性框架关于“双支柱”方案

的磋商进度来看，全球最低企业税实施已是大势所

趋，但最低税的很多细节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为此，我国应积极参与最低税规则的后续制定，避

免对中国产生可能的不利影响，同时代表更多发展

中国家发出声音。

一是建议在最低税率的基础上，另设相对灵活

的浮动区间，供各国自由运用。目前，全球最低企业

税由美国倡议、OECD主导，主要体现发达国家的利
益诉求。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普遍较

高，较低水平的最低税率难以有效保护国内税基。

非洲税收管理论坛（ATAF）就曾声称，将与非洲联盟
一起努力，倡导建立最低为 20%的全球最低税率；[14]

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 25%，也远高于
15%。因此，在后续谈判中，我国可建议进一步兼顾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最低税率水平的基础上，另

设灵活浮动区间，供各国自由运用。

二是建议在最低税的方案设计中，更多兼顾来

源国的税收权益。在实践中，多数跨国公司的最终

控股公司位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多为来源国，

而此次“支柱二”的方案设计中，更倾向于保护居民

国的征税权。比如在收入纳入规则（IIR）和低税支付
规则（UTPR）上，前者具有优先适用权，只有当居民
国放弃使用 IIR规则，来源国才可根据 UTPR对低
税所得征税；再如，虽然为强化税收征管能力较弱

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应税规则（STTR）相较于 GloBE
具有优先适用权，但仅限于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

特定所得，且其最低税率也要低于 GloBE所执行的
最低税率水平。因此，为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建议

在最低税的后续方案设计中，兼顾来源国的税收

权益。

3.适时推进国内企业所得税改革
第一，适时降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在全球

减税浪潮中，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已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高于 OECD国家平均水平，高于欧盟
27国平均水平，处于 G20国家中等水平，这在长时
间内可能会降低我国税收的国际竞争力。未来随着

“双支柱”方案的相关细则逐步落地，我国作为世界

上最大的市场国之一，将对部分跨国企业的利润拥

有更多征税权，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将难以利用避税

地进行避税，这扩大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基，在

保证财政收入稳定的同时，为企业所得税税率带来

一定的下降空间。因此可适时考虑降低企业所得税

名义税率。

第二，适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最低税使用实

际有效税率（ETR）可能会影响我国部分税收优惠政
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当前以税收优惠为主的财政激

励政策从长期来看存在一定弊端。为避免为跨国公

司提供的税收优惠最终流入他国，可适时调整企业

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为其他形式，比如财政补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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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返还税收抵免，在“支柱二”的方案设计中，这两

种形式可视为企业的所得，在计算实际有效税率

（ETR）时，不仅不会降低分子（实际税负），并且可能
会扩大分母（税基）。以此既不影响财政激励政策的

效果，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实际有效税

率。同时，还可探索建立与增值税等税种的联动机

制，将原有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现在其他

税种之中，但仅限于最低税在计算企业 ETR时不考
虑包含其他税种在内的综合税负水平。

第三，完善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CFC）制度。CFC制度旨在通过抵制离岸
公司模式减少将利润转移至低税地区的行为，它赋

予母公司居民国对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受控外国

公司进行征税的权利，我国于 2008年在《企业所得
税法》中对其进行了框架性规定，随后逐步完善。可

见，CFC制度与“支柱二”中的主体规则———收入纳

入规则（IIR）有所交叉，若我国在未来引进 IIR，需要
考虑如何与现行 CFC制度相协调以消除重叠部分，
避免重复征税。[15]可借鉴美国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与

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制度的相互协调机
制，在适用 GILTI时，排除受控外国公司的“F分部”
所得，以此根据所得的不同性质分别适用于两个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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