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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印尼反恐聯訓結束

【本報訊】據新華社濟南十五日消息：499名海軍某部
官兵15日乘坐高鐵由濟南前往上海，這是全軍首次舉行高
鐵輸送建制部隊快速軍供保障演練。

駐濟南鐵水路軍代處主任鳳德平介紹說，近年來，隨
着動車組、高鐵的開通，部隊執行任務越來越多地利用這
種快捷的輸送方式。然而，動車組、高鐵隨車飲食存在供
應不足、成本太高等問題。為此，他們積極指導管內軍供
站進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他們打破常規，改定點式保障為
區域式保障，協調鐵路部門，將送餐車直接開到站台上、
列車旁實施軍供保障。此外，他們還科學制定食譜保證飯
菜的營養性。

這次快速軍供保障的成功實施為全軍軍供系統建立完
善制度規定提供了重要依據，一系列標準化工作模式將以
此為藍本陸續出台。

【本報訊】據新華社濟南十五日消息：中國人
民解放軍與印度尼西亞國民軍 「利刃─2012」特種
部隊反恐聯合訓練，15日在山東濟南圓滿結束。

當日，參訓分隊舉行了包括機降、射擊、反恐
搜索和營救等內容的實兵綜合演練，兩軍觀摩團團
長共同出席聯訓結訓儀式。

中方觀摩團團長、濟南軍區參謀長趙宗岐中將
表示，此次聯合訓練，是貫徹落實兩國兩軍領導人
達成的戰略共識，鞏固和發展兩國兩軍友好合作關
係的實際舉措，意義十分重大。

訓練中，雙方參訓分隊採取混編同訓的方式，
突出實戰化、信息化和指揮謀略訓練，順利完成全
部訓練課目，展現出高昂的戰鬥精神和過硬的軍事
素質，達到了加強交流與合作，相互學習借鑒的目

的。
印尼方觀摩團團長、印尼陸軍參謀長作戰助理

戴迪少將表示，我代表印尼國民軍總司令感謝全體
參訓官兵，你們的嚴守紀律，嚴格訓練，保證了聯
訓任務的完成。

聯訓中，你們展現的合作、友誼、敬業精神，
是兩國兩軍關係發展的基礎。這次聯合訓練，提高
了兩國特種部隊應對恐怖主義的能力，為將來進一
步合作提供了方法和指南。

此次聯合訓練 1 日在濟南開訓，雙方參加兵力
各70餘人，聯訓以 「特種部隊反恐聯合訓練」為課
題。這是雙方首次在中國境內展開訓練。聯訓期間
安排了裝備展示、混編同訓、戰例研究、綜合演練
等內容，有些聯訓課目是首次進行。

【本報訊】據國防部新聞事務局消息，15日5時許，海
軍在南沙半月礁附近海域擱淺的護衛艦 「東莞」艦在救援
兵力協助下自主脫淺成功，艦艇艏部輕度受損，人員安全
，正組織返港。事發海域未造成污染。

11 日 19 時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1 艘護衛艦在南沙
半月礁附近海域執行例行巡邏任務時意外擱淺，海軍隨後
組織力量救援。

綜合十五日消息：當日15時許，船隊遠遠望
見永暑礁高腳屋的輪廓，南沙群島近在眼前。17
時許，在 「漁政310」船引導下，船隊在永暑礁附
近海域拋錨，自12日從三亞港出發後，船隊航行
了近78個小時。

永暑礁是南沙群島一座珊瑚環礁，漁業資源
豐富。它也是中國在南沙駐守的最大島礁，距中
國大陸約740海里。此刻的永暑礁海面風力為5到
6級，天氣陰雲增多，間中有陣雨。

預計捕撈5至10天
「瓊三亞F8168」船船長林謀英、副總指揮梁

亞排表示，船隊拋錨後開始作業準備，20時左右
作業。船隊預計在附近海域捕撈 5 至 10 天，具體
時間視實際情況而定。

林謀英表示，今年 2 月投入使用的 「瓊三亞
F8168」是一艘較新的漁業綜合補給船，也是船隊
的 「領頭船」。

「出遠海安全第一，我們的操作設備有三套
：自動、手動和水動。」駕駛員林謀琰指着駕駛
台上的屏幕介紹說， 「AIS自動識別系統」可以識
別過往船隻； 「衛星導航儀」能清楚地看到船隻
經緯度、速度和距目的地海里及時間； 「水深儀
」保證船隻不會擱淺；還有雷達和火災報警器，
都可以保證航行安全。

裝置4種通訊設備
林謀英說，船上有對講機、單邊帶、北斗星

通和衛星電話等四種通訊設備，對講機在海上使

用，範圍只有 100 海里內；單邊帶和公司聯繫，
半個地球都可以收到；衛星電話就是全球範圍了
，使用方法和普通電話一樣，北斗星通可以發送
32個字以內的短信。

船東林巍這次親自跟船出海，對船上的設施
如數家珍說，這艘船的最大特點在於可以海上魚
品速凍，漁民不用奔波運送魚貨，每次出海可以

捕撈得更多。
急凍間裡，數百個盛着冰塊的鐵盒整齊排列

，靜待魚品裝盒急凍。林巍說： 「像這樣的急凍
間共有六個，可以處理30多噸漁獲。」

「從漁船裡收上來的魚經過 8 到 10 小時的急
凍，在甲板上打包裝箱就是成品了，我們會和漁
民現場議價，回去後再結算。」

【本報訊】據新華社廣州十五日消息：大型遠洋科考
船 「海洋六號」日前在執行中國載人潛水器 「蛟龍」號
7000 米級海試任務期間，首次對世界最深海溝─馬利亞
納海溝南端的 「挑戰者深淵」進行了高精度多波束測量。
測量結果顯示， 「挑戰者深淵」存在3個水深超過10900米
的窪地，最深處位於西側窪地，為本次測量獲得的最深點
，水深值為10923米。

「海洋六號」科考船首席科學家助理劉方蘭教授表示
，這是中國科學家首次對馬利亞納海溝進行的精確探測。
根據文獻，對 「挑戰者深淵」最早的水深報道是美國 「挑
戰者8號」船於1951年測得的10863米，而最深的水深測量
值則由 「維迪亞茲」船於1957年測得，為11034米。

「海洋六號」科考船已前往西太平洋海山區執行中國
大洋第27航次第二航段科學考察任務。在這一航段，科研
人員將採用深海淺鑽、結殼拖網等調查手段，進一步查明
西太平洋目標海山資源分布特徵。

解放軍首演練高鐵運兵

東莞艦南沙脫淺成功

中國精確探測世界最深海溝

▲ 「海洋六號」 科考船測量到馬利亞納海溝南端的 「挑
戰者深淵」 最深點為10923米 資料圖片

▲代號為 「利刃-2012」 中國和印尼特種部隊反恐聯
合訓練15日進入綜合演練階段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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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自從1981年1月，中國與日本國首開避
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協定（以下簡稱稅收協定
）的談判開始，截至2011年5月底，中國已對外正
式簽署96個避免雙重徵稅協定，其中93個協定已
生效，內地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簽署了稅
收安排，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已逐步建立起稅收協定
網絡。

避免雙重徵稅
「走出去」企業通過落實國際稅收協定締約國

居民稅收待遇的相關規定將可以有效避免和消除雙
重徵稅。國際稅收協定對 「走出去」企業的幫助體
現在多個方面。

首先是稅收協定提高了企業在外國的納稅起點
。例如，規定比國內法更為寬鬆的常設機構條款，
降低中國企業在境外投資時被來源國徵稅的可能性
；通過協定條款約定締約國企業稅收居民身份的認
定標準，降低締約國一方企業在締約另一方承擔全
球納稅義務的風險。

此外，協調締約國之間的稅收管轄權。例如，
按照稅收協定的規定，對營業利潤的徵稅要遵循常
設機構原則和利潤歸屬原則，也就是對中國 「走出
去」企業的營業利潤，只有當該企業在協定締約國
另一方設有常設機構進行營業時，締約國另一方才
有權徵稅，而且只能按照獨立企業原則對歸屬於該
常設機構的營業利潤徵稅。

稅收協定還可以使 「走出去」企業享受在外國
的減免稅或不徵稅待遇，廣東省地稅局人士舉例說
，對於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等投資所得，稅
收協定規定了限制稅率，從而確保 「走出去」企業

在境外將上述投資所得匯回境內時，可以按照較低
的限制稅率繳納預提所得稅。

稅收協定還能使 「走出去」企業享受饒讓抵免
待遇，因為按部分稅收協定的饒讓抵免條款規定，
對於 「走出去」中國企業在投資目的國的稅收優
惠能夠在雙方國家切實為 「走出去」企業本身所
享有。

稅收協定還有專門條款避免同一收入在締約國
被雙重徵稅，從而降低走出去企業被重複徵稅的風
險。目前，國際上通行的消除雙重徵稅方法主要有
免稅法、扣除法、抵免法等。由於抵免法既可以有
效消除雙重徵稅，而且不要求居民國完全放棄對本
國居民國外所得的徵稅權，因此為大多數國家所採
用。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以及與其他
國家（地區）簽訂的稅收協定（安排）也採用抵免
法來消除雙重徵稅。

應取得中國稅收居民身份
由於稅收協定（安排）僅適用於 「締約國一方

或者同時為雙方居民的人」，因此， 「走出去」企
業要享受稅收協定（安排）的待遇，必須首先證明
自己的中國稅收居民身份。

如何取得中國稅收居民身份，廣東省地稅局人
士支招有三個途徑，一是， 「走出去」企業應填寫
並向地、市、州（含直轄市下轄區）國家稅務局、
地方稅務局國際稅收業務部門遞交《中國稅收居民
身份證明》申請表，負責開具證明的稅收部門根據
申請事項，按照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以及
稅收協定有關居民的規定標準，在確定申請人符合
中國稅收居民身份條件的情況下，提出處理意見，

由局長簽發；二是，中國居民公司境內、外分公司
要求開具中國稅收居民身份證明的，由其總公司所
在地稅務機關開具；三是，如果締約國對方稅務主
管當局對居民身份證明樣式有特殊要求或者其自行
設計表格要給予簽字蓋章以證明納稅人是中國稅收
居民的，負責開具證明的稅收部門應在完成對該居
民填寫的《中國稅收居民身份證明》申請表內容審
核後，予以辦理。

稅收無差別待遇
對於 「走出去」企業而言，通過稅收協定可以享

受在外國的稅收非歧視待遇，因為稅收協定設有專門
的非歧視待遇條款，若 「走出去」企業擔心在境外遭
受不公正待遇，可以根據稅收協定 「非歧視待遇」（也
稱 「無差別待遇」）條款的規定，要求對方稅務主管
當局在稅收負擔、常設機構、費用扣除、資本控制等

方面給予與締約國國民同等的待遇。

跨國涉稅爭端解決
此外，稅收協定更有效於化解 「走出去」企業

的跨國涉稅爭端。廣東地稅局專業人士介紹說，稅
收協定專門設有相互協商程序條款，如果走出去企
業認為締約國對方的徵稅措施與稅收協定不符，或
將導致與稅收協定不符，包括涉嫌歧視待遇的情形
，可以按照稅收協定 「相互協商程序」條款的規定
，向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提出申請，請求總局與締約
國對方主管當局通過相互協商解決有關問題，以維
護自身合法的稅收權益。關於提起相互協商程序的
具體操作辦法，廣東地稅局人士建議 「走出去」企
業可以參考《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中國居民（國
民）申請啟動相互協商程序暫行辦法的通知》（國
稅發〔2005〕115號）。

例1：B公司是一家實力雄厚的民營科技企業，20多年來已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100多個
分支機構，並成為全球領先的電信供應商，為了避免被國外稅務機關認定為常設機構，B公司
經過稅收籌劃，在俄羅斯採用了 「由當地子公司簽訂服務合同，由總機構簽訂商品銷售合同」
的經營方式，以規避雙重徵稅。但2009年2月，俄羅斯某基層稅務分局卻認定B公司在俄羅斯
構成常設機構，要求其補繳增值稅、所得稅和滯納金等共計2000多萬美元。B公司的國內主管
稅務機關了解到B公司的處境後，建議B公司按照中俄稅收協定和《中國居民(國民)申請啟動
稅務相互協商程序暫行辦法》等有關規定，申請啟動兩國稅務機關之間的相互磋商。經過兩國
稅務機關多個回合的談判，俄聯邦稅務局於2009年11月底覆審裁決撤銷原判罰，使B公司避
免了近2億元人民幣的損失，維護了企業的經濟利益。

走出走出去去企業稅務政策詳解企業稅務政策詳解——
稅收協定避免雙重徵稅稅收協定避免雙重徵稅

梁若蓮 趙永清 周子灧 黃裕勇

對於 「走出去」 的
中國企業而言，不清楚中國

與投資國之間談簽稅收協定的情況，無
法落實國際稅收協定締約國居民稅收待遇的相關規

定，易產生高昂的稅務成本和致命的稅務風險，廣東
省地稅局認為，稅收協定在消除 「走出去」 企業和個人所面臨的
雙重徵稅、維護其合法稅收權益等方面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稅收協定（安排）可以提供兩個方面的重要幫助：避免和消除
雙重徵稅以及稅收無差別待遇與跨國涉稅爭端解決。

個 案 分 析 ：

廣東省省市領導
共同啟動稅收宣傳月

【本報訊】由【本報訊】由3030艘漁船組成的海南赴南沙捕撈船艘漁船組成的海南赴南沙捕撈船
隊隊1515日抵達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並在此拋錨，將開日抵達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並在此拋錨，將開
展捕撈生產工作展捕撈生產工作55至至1010天。中國天。中國 「「漁政漁政310310船船」」 也開始也開始
了護漁工作。了護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