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6 月 4 日至 5 日，英國作為七國集團1（G7）輪值主席國，由英國財政大臣蘇

納克（Rishi Sunak）在倫敦主持 G7 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會議。在會議結束後，G7 財

長就會上所討論的主要議題發布共同聲明，聲明中，明確對二十國集團2（G20）和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正在展開的「因應數位經濟帶來的稅收挑戰」包容性架構項目

（BEPS 2.0）3相關工作表示大力支持。 

 

G7 財長的共同聲明旨在促成 G20 財長和央行總裁將於 7 月舉行的 G20 財長會議上取

得共識，以及由 OECD 推動於包容性架構下的 139 個司法管轄區達成協議。 

 

 

 
1 七國集團（G7）是主要工業國家會晤和討論政策的論壇，成員國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七個已開發國

家。 

2 二十國集團（G20）由七國集團財長會議於 1999 年倡議成立，由阿根廷、澳洲、巴西、加拿大、中國、法國、德國、印度、印尼、義大

利、日本、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國、美國以及歐盟 20 方組成。 

3 BEPS 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是指跨國企業利用國際租稅規範之不足，以及各國稅制差異和徵管漏洞，以減少其全球總體的稅負，甚至達

到雙重不課稅的效果，造成對各國稅基的侵蝕。 

【安永稅務】 

G7 財長會談就支持

BEPS 2.0 全球稅改提案

達成共識 

內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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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 財長和央行總裁的共同聲明相關內容 

2021 年 6 月 5 日，G7 財長和央行總裁會議結束時發布了一份關於 BEPS 2.0 專案下正在制

定的全球稅收改革共同聲明，就支柱一（新連結性規則和新利潤分配規則）和支柱二（新的

全球最低稅負制）下相關提案達成共識： 

 

 

我們非常支持 G20 和 OECD 包容性架構在因應經濟全球化和數位化帶來的稅收挑戰，以

及採用全球最低稅率方面正在進行的努力。我們將致力於就課稅權的分配達成一個公平的

解決方案，對全球規模最大、獲利水準最高的跨國企業利潤超過 10%的部分，由市場國獲

得至少 20%的課稅權。我們將對國際稅收規則之適用、取消所有對公司徵收的數位服務稅

以及其他類似措施方面提供適當的協調。我們還承諾，全球最低稅率（按國別）不低於

15%。我們認可雙支柱方案同時取得進展的重要性，並期待在 7 月的 G20 財長和央行總裁

會議上達成協議。 

會議之後，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就全球稅收改革發表了評論： 

 

 

這些由英國一直在推動的變革性稅收改革，旨在創造一個更公平、更適合 21 世紀的稅收

制度。協議的達成具有歷史意義，我很自豪 G7 在全球經濟復甦的關鍵時刻展現了共同的

領導力。 

 

此外，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也針對全球最低稅率規則發表聲明： 

  

 

G7 財長今天做出一項意義重大、前所未有的承諾，這項承諾將推動全球最低稅率 15%的

實現。這一全球最低稅率規則將結束各國為降低企業所得稅而展開的競爭，並確保美國和

世界各國中產階級和勞動力獲得公平待遇。全球最低稅率還有助於全球經濟蓬勃發展，例

如透過教育和培訓勞動力以及投資於研發和基礎設施為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並鼓勵

各國展開積極競爭。 

 

 

 

 

 

 

 



3 

BEPS 2.0 專案的下一步行動 

BEPS 2.0 專案當前的焦點，是爭取在 2021 年 7 月 9 日至 10 日舉行的 G20 財長和央行總

裁會議上就支柱一和支柱二的提案在包容性架構內達成概念性協定，並在 10 月舉行的 G20

會議上最終確定該協議內容。 

G7 財長發布的共同聲明中，關於支柱一下的利潤分配和與數位服務稅的協調以及支柱二下的

全球最低稅率所涉及的具體參數，將是包容性架構內的談判主題，而包容性架構下最終所能

達成協議的具體內容仍有待觀察。 

 

安永的觀察及相關影響 

確認 G7 對 BEPS 2.0 專案的支持，是推動全球稅收規則根本性改革提案工作的重要一環。然

而，提案達成一致的前提在於取得包容性架構下的 139 個租稅管轄區成員的一致共識。因

此，目前的工作重點在於爭取 7 月份 G20 財長會議時進一步達成共識。 

BEPS 2.0 專案的擬定提案或對跨國企業營運所依據的整體國際稅收架構產生重大變化。對於

企業而言，在未來幾週及今後的發展過程中應密切關注擬定提案，以評估這些提案對自身業

務的潛在影響。同時，受到影響的企業還應密切關注全球數位服務稅收活動的發展動態。 

支柱一相關討論 

G7 對支柱一下重新分配課稅權的承諾，以及在共同聲明中所提議的 10%/20%利潤分配方

法，提供一個相對實用而平衡的解決方案，有助於將更多的利潤歸屬於市場所在地。這也符

合 BEPS 專案的總原則，即利潤應在經濟活動的發生地和價值的創造地進行課稅。 

儘管如何具體界定「規模最大和獲利水準最高的跨國企業」的量化門檻還有待在包容性架構

內進行談判協商和後續的落實，但我們建議高獲利跨國企業（如利潤超過 10%的企業）應密

切關注支柱一在近期及以後的發展動向，及時評估相關變化對業務可能產生的影響，並積極

研究因應方案。 

支柱二相關討論 

2020 年 2 月 OECD 秘書處發布的 BEPS 2.0 專案經濟分析和影響評估的初步結果中，使用

12.5%作為假定的最低稅率對支柱二的潛在影響進行模擬評估。然而在 2021 年 4 月，美國

拜登政府提議將全球最低稅率設定在 21%，遠高於 OECD 之前對支柱二進行模擬測算時所假

定的 12.5%。 

在此次共同聲明中所提議的 15%全球最低稅率，釋放出對於後續「談判空間」的訊號，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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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20 財長會議上討論以及與包容性架構下的眾多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談判。對於發展中國家

而言，相對較低的稅率將有助於吸引外國投資，進而實現推動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前 OECD 在支柱二藍圖中所提出的「實質的豁免規則」（例如，是否

對部分國家為鼓勵符合實質性要求的研究和開發活動所提供的合理稅收優惠給與豁免）以及

相關工作的成果是否會對全球最低稅率的相關規則產生影響也有待進一步觀察。 

台商在中國的企業，若因適用相關租稅獎勵，具體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可能會有所降低，

例如對符合條件的高新技術企業和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或某些特定地區的其他符合條件的

企業，目前可適用的所得稅優惠稅率為 15%。全球最低稅率（按國別）可能對目前在中國適

用 15%稅率且同時享受額外稅收優惠（如研發加計扣除）的企業有一定影響。此外，支柱二

還將影響普遍以低稅率國家從事間接控股或貿易的企業。 

 

結論 

隨著後 BEPS 時代全球透明度的提高，規模不斷擴大和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跨國公司將面

臨更多對國內外稅務和移轉訂價領域的監管。 

面對 BEPS 2.0 全球稅改項目在近期和未來的發展，企業應及時評估其是否已充分準備好因

應潛在的變化和挑戰；應積極設計、重組、實施新的營運模式或對現有模式進行優化，並準

備詳盡的文件來支持其立場以提高法遵；應提前準備好能夠迅速、自信、全面地回答不同管

轄區的稅務機關可能提出的問題；並充分考慮可以運用的爭端解決機制，以有效管理稅收爭

議風險和減少雙重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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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的宗旨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我

們以創造客戶、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各界的永續

性成長為目標，並協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

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 

 

以數據及科技為核心技術，安永全球的優質團

隊涵蓋 150 多個國家的業務，透過審計服務建

立客戶的信任，支持企業成長、轉型並達到營

運目標。 

 
透過專業領域的服務 －審計、諮詢、法律、稅

務和策略與交易諮詢，安永的專業團隊提出更

具啟發性的問題，為當前最迫切的挑戰，提出

質疑，並推出嶄新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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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獨簡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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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責任）有限公司，不對外提供任何服務，不擁有其成員機構的

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

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個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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