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 税收优惠

7.3.1—185 非居民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办理

【事项描述】

非居民企业符合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条件的，可在纳税申报时，或通过扣缴义

务人在扣缴申报时，按规定将相关资料报送税务机关，自行享受协定待遇，并接

受税务机关的后续管理。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企业

适用）
2份

自行申报（文本为外文的，

同时附送中文译本，下同）

2
《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企业

适用）
3份 扣缴义务人扣缴申报

3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 2份 自行申报

4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 3份 扣缴义务人扣缴申报



5 《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1份

由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

当局在纳税申报或扣缴申

报前一个公历年度开始以

后出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

明；享受税收协定国际运

输条款待遇或国际运输协

定待遇的企业，可以缔约

对方运输主管部门在纳税

申报或扣缴申报前一个公

历年度开始以后出具的法

人证明代替税收居民身份

证明。

6
与取得相关所得有关的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股东

会决议、支付凭证等权属证明资料.
1 份

主要包括：非居民纳税人

从中国境内取得营业利

润、国际运输所得、利息、

特许权使用费、财产收益、

各类劳务所得等，与所得

支付方签署的合同或协

议；非居民纳税人从中国

境内取得股息，由股息支

付方做出股息分配决定的

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

7
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规定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特定条

款税收协定待遇或国际运输协定待遇应当提交的证

明资料。

1份



8
非居民纳税人可以自行提供能够证明其符合享受协

定待遇条件的其他资料。
1份

主要包括：享受股息、利

息、特许权使用费、财产

收益条款待遇的，可提供

公司章程、公司财务报表、

集团股权结构等；享受特

许权使用费条款待遇的，

还可提供专利注册证书、

版权所属证明等。非居民

纳税人选择提供其他资料

的，有利于主管税务机关

了解和判断非居民纳税人

是否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

件；非居民纳税人不提供

其他资料的，不影响非居

民纳税人申报享受协定待

遇。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具体渠道由省税务机关确认。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完整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税务机关反馈受理结果。

【纳税人注意事项】



1．非居民纳税人对所填报的报告表信息和报送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扣缴义务人根据非居民纳税人提供的报告表和资料依协定规定扣缴的，不改变非

居民纳税人真实填报相关信息和提供资料的责任。

2．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

关跑一次。

3．本事项中所称“协定待遇”，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签署的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税收安排，本事项中统称

税收协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签署的航空协定税收条款、海运协定税收条款、

汽车运输协定税收条款、互免国际运输收入税收协议或换函（本事项中统称国际

运输协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按照国内税收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的企业所得税纳税

义务。

4． 本事项包括：税收协定减免股息所得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4135401）、税收协定减免利息所得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35501）、

税收协定减免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35601）、税收

协定减免财产收益所得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35701）、税收协定和其

他类协定等减免其他各类所得企业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4139901）。

5．非居民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应当就每一个经营项目、营业场所或劳务提

供项目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

下，非居民纳税人有多个扣缴义务人的，应当向每一个扣缴义务人分别提供规定

的报告表和资料。各扣缴义务人在依协定规定扣缴时，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相关报告表和资料。



6．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常设机构和营业利润、国际运输、股息、利

息、特许权使用费、退休金条款待遇，或享受国际运输协定待遇的，应当在有关

纳税年度首次纳税申报时，或者由扣缴义务人在有关纳税年度首次扣缴申报时，

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在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且所报告信息未发生变化的情

况下，非居民纳税人可在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之日所属年度起的三个公历年度

内免于向同一主管税务机关就享受同一条款协定待遇重复报送资料。

7．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财产收益、其他所得条款待遇的，应当在每

次纳税申报时，或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扣缴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报

告表和资料。

8．非居民纳税人在享受协定待遇后，情况发生变化，但是仍然符合享受协

定待遇条件的，应当在下一次纳税申报时或由扣缴义务人在下一次扣缴申报时重

新报送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非居民纳税人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享受协定待

遇条件的，在自行申报的情况下，应当自情况发生变化之日起立即停止享受相关

协定待遇，并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申报纳税。在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应

当立即告知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得知或发现非居民纳税人不再符合享受协定

待遇条件，应当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履行扣缴义务。

9.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委托投资情况下认定受益所有人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4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0 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内地使用香港居民身份证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35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执行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8 年第 11 号）

7.3.2—186 非居民个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办理

【事项描述】

非居民个人符合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条件的，可在纳税申报时，或通过扣缴义

务人在扣缴申报时，按规定将相关资料报送税务机关，自行享受协定待遇，并接

受税务机关的后续管理。

【报送资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

报告表》（个人适用）
2 份

自行申报（文本为外文的，同时附送中文译

本，下同）

2
《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

报告表》（个人适用）
3 份 扣缴义务人扣缴申报



3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情况报告表》
2 份 自行申报

4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情况报告表》
3 份 扣缴义务人扣缴申报

5 《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1 份

由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在纳税申报

或扣缴申报前一个公历年度开始以后出具

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享受税收协定国际运

输条款待遇或国际运输协定待遇的个人，可

以缔约对方政府签发的护照复印件代替税

收居民身份证明。

6
与取得相关所得有关的合同、协议、

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支付凭证等

权属证明资料。

1 份

主要包括：非居民纳税人从中国境内取得营

业利润、国际运输所得、利息、特许权使用

费、财产收益、各类劳务所得等，与所得支

付方签署的合同或协议；非居民纳税人从中

国境内取得股息，由股息支付方做出股息分

配决定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非居民纳税

人享受退休金、学生等条款协定待遇无法提

供与取得该所得相关合同的，可提供支付凭

证。

7
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规定非居民纳

税人享受特定条款税收协定待遇或

国际运输协定待遇应当提交的证明

资料。

1 份



8
非居民纳税人可以自行提供能够证

明其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其他

资料。

1 份

主要包括：享受特许权使用费条款待遇的，

还可提供专利注册证书、版权所属证明等；

享受独立个人劳务条款待遇的，可提供登记

注册的职业证件或职业证明、在中国境内的

居留记录等;享受非独立个人劳务（受雇所

得）条款待遇的，可提供在中国境内的居留

记录；享受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的，可提供

学校或研究机构的资质证明；享受艺术家和

运动员条款待遇的，可提供由文化部、体育

总局等主管部门出具的政府间文化、体育交

流批件或公共基金、政府资金资助证明；享

受学生条款待遇的，可提供学生证或实习证

明。非居民纳税人选择提供其他资料的，有

利于主管税务机关了解和判断非居民纳税

人是否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非居民纳税

人不提供其他资料的，不影响非居民纳税人

申报享受协定待遇。

【办理渠道】

1．办税服务厅（场所）

2．电子税务局、移动终端、自助办税终端

具体渠道由省税务机关确认。

【办理时限】

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完整的，税务机关受理后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税务机关反馈受理结果。

【纳税人注意事项】



1．非居民纳税人对所填报的报告表信息和报送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扣缴义务人根据非居民纳税人提供的报告表和资料依协定规定扣缴的，不改变非

居民纳税人真实填报相关信息和提供资料的责任。

2．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

关跑一次。

3．本事项中所称“协定待遇”，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签署的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含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税收安排，本事项中统称

税收协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签署的航空协定税收条款、海运协定税收条款、

汽车运输协定税收条款、互免国际运输收入税收协议或换函（本事项中统称国际

运输协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按照国内税收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的个人所得税纳税

义务。

4．本事项包括：税收协定减免股息所得个人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

05135401）、税收协定减免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5135501）、

税收协定减免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个人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5135601）、税收

协定减免财产收益所得个人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5135701）、税收协定和其

他类协定等减免其他各类所得个人所得税（减免性质代码：05139901）。

5.非居民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应当就每一个经营项目、营业场所或劳务提供

项目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

非居民纳税人有多个扣缴义务人的，应当向每一个扣缴义务人分别提供规定的报

告表和资料。各扣缴义务人在依协定规定扣缴时，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

报告表和资料。



6．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独立个人劳务、非独立个人劳务（受雇所得）、

政府服务、教师和研究人员、学生条款待遇的，应当在首次取得相关所得并进行

纳税申报时，或者由扣缴义务人在首次扣缴申报时，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在

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且所报告信息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非居民纳税人免于向

同一主管税务机关就享受同一条款协定待遇重复报送资料。

7．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常设机构和营业利润、国际运输、股息、利

息、特许权使用费、退休金条款待遇，或享受国际运输协定待遇的，应当在有关

纳税年度首次纳税申报时，或者由扣缴义务人在有关纳税年度首次扣缴申报时，

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在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且所报告信息未发生变化的情

况下，非居民纳税人可在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之日所属年度起的三个公历年度

内免于向同一主管税务机关就享受同一条款协定待遇重复报送资料。

8．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财产收益、演艺人员和运动员、其他所得条

款待遇的，应当在每次纳税申报时，或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扣缴申报时，向主管

税务机关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

9．非居民纳税人在申报享受协定待遇前已根据其他非居民纳税人管理规定

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有关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支付凭证等权属证

明资料的，免于向同一主管税务机关重复报送，但是应当在申报享受协定待遇时

说明前述资料的报送时间。

10．非居民纳税人在享受协定待遇后，情况发生变化，但是仍然符合享受协

定待遇条件的，应当在下一次纳税申报时或由扣缴义务人在下一次扣缴申报时重

新报送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非居民纳税人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享受协定待



遇条件的，在自行申报的情况下，应当自情况发生变化之日起立即停止享受相关

协定待遇，并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申报纳税。在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应

当立即告知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得知或发现非居民纳税人不再符合享受协定

待遇条件，应当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履行扣缴义务。

12.办税服务厅地址、电子税务局网址，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查询。

【政策依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委托投资情况下认定受益所有人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4 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0 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内地使用香港居民身份证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35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执行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8 年第 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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