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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法院裁定股息和
利息款项适用丹麦预
提所得税

2019 年 2 月 26 日，欧盟法院（CJEU）就关于丹麦公司向其他欧盟成员国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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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息和利息是否需缴纳丹麦预提所得税的多起案件作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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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相关案件
欧盟法院就两起关于股息分配的预提所得税的案件作出了裁决。第一起案件（C116/16）涉及的是一家丹麦公司向一家卢森堡母公司分配股息，该卢森堡公司由多
个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另一家卢森堡公司间接持有。第二起案件（C-117/16）涉及
的是一家丹麦公司向一家塞浦路斯母公司分配股息，该塞浦路斯公司使用所得款
项向其百慕大母公司偿还利息和本金，然后由该百慕大公司以股息的形式将收入
汇回美国（US）母公司。在两起案件中，纳税人的主要论点在于，根据《欧盟母
子公司指令》（90/435）第 5 条规定的参与免税，股息分配在丹麦无需缴纳股息
预提所得税。欧盟法院对丹麦法院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如下答复：
1. 欧盟法律的一般原则是不得出于滥用或欺诈目的依赖本法律，该一般原则应
解释为，如果存在欺诈或滥用行为，国家机关和法院应驳回纳税人根据指令第 5
条就子公司向其母公司分配的利润免缴预提所得税的申请，即使国内法律或协
议条款未就该等驳回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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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定案件的安排是否构成滥用法律由国内法院决定。若要证
明存在滥用行为，首先需考虑客观情况，即尽管形式上符合欧
盟法规规定的条件，但并未达到该等法规的目的；其次，需考
虑主观因素，即是否有意通过人为创造获取税收优惠所需条件
以获取欧盟法规规定的税收优惠。因此，需审查一系列事实，
确定是否存在滥用行为的构成要素 ，特别是经济活动者是否开
展了缺乏任何经济和商业目的、纯粹形式化的或人为的交易，
以获取不当税收优惠为基本目标。欧盟法院进一步指出，如果
一系列公司并非出于反映经济现实的原因而设立，其架构纯粹
是一种形式，且其主要目标或主要目标之一是获取税收优惠，
与相关税法的目标或目的背道而驰，则可能被视为人为安排。
如果集团架构中，在支付股息的公司与属于股息受益所有人的
集团内公司之间加入导管公司，从而避免就股息缴税，也应视
为人为安排。欧盟法院认为，以下事实可能表明存在旨在不当
获取指令 90/435 第 5 条所规定豁免的安排：
• 接收股息的公司会在收到股息之后迅速将所有或几乎所有股
息转移至不符合指令适用条件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并非在
欧盟成员国设立，或者并非以指令规定的形式注册成立，或
者无需缴纳指令中所列的某个税项，或者不属于“母公司”
且不符合指令第 3 条规定的条件。

• 从债务人公司获取股息的公司必须将股息转移至不符合指令
适用条件的第三方公司，其结果是，作为旨在促进资金从债
务人公司流向股息受益所有人公司的导管公司，仅可获取少
量的应税利润。
• 如果公司的唯一业务是获取股息，并将其转移至受益所有人
或其他导管公司，则可以确定公司作为导管公司这一事实。
必须根据相关经济活动的具体特征从公司管理、资产负债
表、成本结构、实际支出、公司员工以及拥有的经营场所和
设备等所有相关因素的分析中推断公司是否缺乏实际经济活
动。
• 也可以根据参与促进集团内资金流动的相关财务交易的公司
之间签订的各类合同，通过交易融资方式、中介公司的股权
估值以及导管公司是否无法实现股息的经济用途，确定是否
存在人为安排。因此，不仅可以通过接收股息的母公司将股
息转移至第三方的履约义务或法律义务，也可以通过提出问
题的法院所述事实（即“实质上”，公司在不受履约义务或
法律义务约束的情况下无权使用和享受该等股息），确定案
件存在人为安排。
• 我们可以通过主要新税收法规（如主要案件中讨论的丹麦法
规）的生效时间与开展复杂的财务交易以及在集团内发放贷
款的时间是否相同或接近来进一步确定是否存在人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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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集团架构时，导管公司支付的股息的部分受益所有人属
于已与股息来源成员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第三国的税
收居民无关紧要。签订该等协定本身不能排除存在权利滥
用。因此，如有一系列事实表明经济活动者开展了缺乏任何
经济和商业目的、纯粹形式化的或人为的交易，且以不当地
获取指令第 5 条所规定预提所得税豁免为基本目标，据此充
分证明存在权利滥用，则不能根据税收协定对是否存在权利
滥用提出质疑。
• 在公司将股息直接支付给位于第三国的公司无需就股息缴税
的情况下，集团架构的目标可能与权利滥用无关。在这种情
况下，不能因为选择该等架构而不是直接向第三国公司支付
股息而质疑该集团。
3.

4.

原则上，就股息申请预提所得税豁免的公司需证明其符合指令
规定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如果股息来源欧盟成员国税务机
关因存在滥用行为驳回已向另一欧盟成员国的公司支付股息的
公司的豁免申请，则应证明存在构成滥用行为的要素，同时考
虑所有相关因素，特别是接收股息的公司不是其受益所有人这
一事实。但是，税务机关无需确定股息的受益所有人，只需确
定所谓的受益所有人仅仅是一家通过其实施权利滥用的导管公
司。
指令规定，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公司向另一欧盟成员国的公司
支付的股息无需缴纳预提所得税，在该等制度因发现欺诈或滥
用行为不适用的情况下，不得根据《欧盟运行条约》（TFEU）
中所载非限制条款，对第一个欧盟成员国的股息征税法规提出
质疑。

利息相关案件
欧盟法院就四起关于利息款项的预提所得税的案件作出了裁
决。其中三起案件（C-115/16、C-118/16 和 C-299/16）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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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过卢森堡中间实体向丹麦公司发放贷款的私募基金。第
四起案件（C-119/16）涉及一家美国跨国集团，其中一家开曼
公司向一家瑞典公司发放了贷款，而这家瑞典公司则向一家丹
麦公司发放了贷款。在所有案件中，纳税人的主要论点在于，
根据《欧盟对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征税指令》（2003/49）第
1 条规定的豁免，相关利息在丹麦无需缴纳利息预提所得税。
欧盟法院对丹麦法院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如下答复：
1.

指令中“利息的受益所有人” 是指从其收到的利息中实
际受益的实体。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
合组织”或“OECD”）税收协定范本及其后续修订和相关
注释签署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出现的“受益所有人”概念与
指令中所示概念相关。

2. 欧盟法律的一般原则是不得出于滥用或欺诈目的依赖本法
律，该一般原则应解释为，如果存在欺诈或滥用行为，国
家机关和法院应驳回纳税人根据指令免缴预提所得税的申
请，即使国内法律或协议条款未就该等驳回作出规定。
3.

特定案件的安排是否构成滥用法律应由国内法院决定，
且应根据上文所述股息案件的相同标准来决定。

4. 原则上，申请预提所得税豁免的公司需证明其符合指令规
定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如果利息来源欧盟成员国税务
机关因存在滥用行为驳回已向另一欧盟成员国的公司支付
利息的公司的豁免申请，则应证明存在构成滥用行为的要
素，同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特别是接收利息的公司不是
其受益所有人这一事实。但是，税务机关无需确定利息的
受益所有人，只需确定所谓的受益所有人仅仅是一家通过
其实施权利滥用的导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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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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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出问题的法院确认，在主要程序中有争议等情况
下，受卢森堡法律管辖并被授权作为风险资本投资公司
（SICAR）的 SCA 公司收到的利息在卢森堡免缴企业所得
税，则不得将该公司归为指令中规定的能够享受指令所规定
豁免的欧盟成员国公司。

6. 指令规定，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公司向另一欧盟成员国的公
司支付的利息无需缴纳预提所得税，在该等制度因发现欺
诈或滥用行为不适用的情况下，不得根据《欧盟运行条
约》中所载非限制条款，对第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利息征税
法规提出质疑。
7.

如果不存在欺诈或滥用行为，《欧盟运行条约》第 63 条
应作如下解释：
• 第 63 条原则上不禁止国内法律规定居民公司向非居民公
司支付利息需从源泉代扣代缴利息预提所得税，向另一居
民公司支付利息则无此义务，但禁止国内法律规定居民公
司向非居民公司支付利息需履行从源泉代扣代缴利息预提
所得税的义务，而从另一居民公司收到利息的居民公司在
前两个纳税年度无需预缴企业所得税，导致就利息缴纳企
业所得税的期限明显迟于从源泉代扣代缴所得税的日期。
• 第 63 条禁止国内法律规定有义务就支付给非居民公司的
利息从源泉代扣代缴所得税的居民公司如未按时缴纳代
扣的税款，需比照居民公司在未按时就其从另一居民公
司收到的利息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适用的比例更高
的比例缴纳罚息。

• 第 63 条禁止国内法律规定在居民公司有义务就支付给非
居民公司的利息从源泉代扣代缴利息预提所得税的情况
下，不考虑后者发生的与贷款直接相关且该国内法律规定
从另一居民公司收到利息的居民公司在确定其应税收入时
可扣除的利息形式的费用。

影响
欧盟法院的最终裁决基本支持税务机关的论点，而 2018 年 3
月 1 日总法律顾问发表的意见则对纳税人有利。
在股息案件中，纳税人需证明向中间实体支付股息不是欺诈
或滥用安排的一部分。滥用测试与根据 2019 年 12 月 1 日前必
须纳入欧盟成员国国内法律的欧盟反避税指令（2016/1164）
规定的一般反避税规则进行的测试相似。如果股息的受益所
有人是与丹麦签订了税收协定的第三国的税收居民，这一事
实可能意味着不存在滥用的情况。
在利息案件中，纳税人也必须证明不存在欺诈或滥用安排。
此外，纳税人必须证明利息收入的接收方是利息的受益所有
人，并将 OECD 对这一概念的解释纳入考虑。
向欧盟法院提出这些问题的丹麦法院现在必须根据欧盟法院
提供的解释和指南对案件作出最终裁决。无论丹麦法院对案
件如何裁决，预计纳税人都会向丹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因
此，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会结案。

附注
1. 见以下案件：C-115/16、C-116/16、C-117/16、C-118/16、C-119/16 和 C-2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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