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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愿意进一步发展双方

的经济关系及加强双方在税务事宜上的合作，有意缔结协定，以消除就收入及资本

税项的双重课税，同时防止透过逃税或规避缴税行为造成的不徵税或少徵税（包括

通过择协避税安排，为第三司法管辖区居民间接获取本协定所规定的税务宽免）， 

协议如下： 

二、 所涵盖的税项 

1. 本协定适用于代缔约方或其政治分部或地方当局课徵的收入及资本税项，不论该等

税项以何种方式徵收。 

2. 对总收入、总资本或收入或资本的组成部分课徵的所有税项，包括对自转让动产或

不动产的收益、企业支付的工资或薪金总额以及资本增值课徵的税项，须视为收入

及资本税项。 

3. 本协定尤其适用于以下现有税项： 

1)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 

(1) 利得税； 

(2) 薪俸税；及 

(3) 物业税； 

(4) （以下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税项”）； 

2) 就塞尔维亚而言， 

(5) 公司所得税； 

(6) 个人所得税；及 

(7) 资本税； 

(8) （以下称为“塞尔维亚税项”）。 

4. 本协定亦适用于在本协定的签订日期后，在现有税项以外课徵或为取代现有税项而

课徵的任何与现有税项相同或实质上类似的税项。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须将其税务

法律的任何重大改变，通知对方的主管当局。 

三、 一定定义 

1. 就本协定而言，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1) “香港特别行政区”一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税务法律所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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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任何地区； 

2) “塞尔维亚”一词指塞尔维亚共和国，而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塞尔维亚共和 

国的领土； 

3) “公司”一词指任何法团或就税务事宜而言视为法团的任何实体； 

4) “主管当局”一词： 

(1)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指税务局局长或其获授权代表； 

(2) 就塞尔维亚而言，指财政部或其获授权代表； 

5) “缔约方”、“另一缔约方”、“一方”或“另一方”一词指香港特别行政区 

或塞尔维亚，按文意所需而定； 

6) “缔约方的企业”及“另一缔约方的企业”两词分别指缔约方的居民所经营的 

企业和另一缔约方的居民所经营的企业； 

7) “固定基地”一词指个人从事其全部或部分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场所，例如办 

事处或房间； 

8) “国际运输”一词指由船舶或航空器进行的任何载运，但如该船舶或航空器只 

在缔约一方内的不同地点之间营运，而营运该船舶或航空器的企业并非该一方 

的企业，则属例外； 

9) “国民”一词，就塞尔维亚而言，指： 

(1) 拥有塞尔维亚国籍的任何个人；及 

(2) 藉塞尔维亚现行的法律而取得法人、合伙或组织地位的任何法人、合伙或 

组织； 

10) “人”一词包括个人、公司及任何其他团体； 

11) “税项”一词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税项或塞尔维亚税项，按文意所需而定。 

2. 在缔约方于任何时候施行本协定时，凡有任何词语在本协定中并无界定，则除文意

另有所指或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根据本协定第二十五条议定该词语具有别的涵义

外，该词语须具有它当其时根据该一方就本协定适用的税项而施行的法律所具有的

涵义，而在根据该一方适用的税务法律给予该词语的涵义与根据该一方的其他法律

给予该词语的涵义两者中，以前者为准。 

四、 居民 

1. 就本协定而言，“缔约方的居民”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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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指， 

(1) 通常居住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任何个人； 

(2) 在某课税年度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逗留超过 180 天或在连续两个课税年

度（其中一个是有关的课税年度）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逗留超过 300 天的

任何个人； 

(3)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为法团的公司，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成立为法

团而通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受管理或控制的公司； 

(4)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组成的任何其他人，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

组成而通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受管理或控制的任何其他人； 

2) 就塞尔维亚而言，指根据塞尔维亚的法律，因其居籍、居所、管理场所，或任

何性质类似的其他准则而在塞尔维亚有缴税法律责任的人。然而，该词并不包

括仅就源自塞尔维亚的收入或处于塞尔维亚的资本而在该方有缴税法律责任

的任何人； 

3) 就任何缔约方而言，指该一方的政府以及其任何政治分部或地方当局。 

2. 如任何个人因第 1 款的规定而同时属缔约双方的居民，则该人的身分须按照以下

规定断定： 

1) 如该人在其中一方有可供其使用的永久性住所，则该人须当作只是该一方的居

民；如该人在双方均有可供其使用的永久性住所，则该人须当作只是与其个人

及经济关系较为密切的一方（重要利益中心）的居民； 

2) 如无法断定该人在哪一方有重要利益中心，或该人在任何一方均没有可供其使

用的永久性住所，则该人须当作只是其惯常居所所在的一方的居民； 

3) 如该人在双方均有或均没有惯常居所，则该人须当作只是其拥有居留权（就香

港特别行政区而言）的一方或属国民（就塞尔维亚而言）的一方的居民； 

4) 如该人既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留权亦属塞尔维亚的国民，或该人既没有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居留权亦不属塞尔维亚的国民，则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须透过

共同协商解决该问题。如未能达成协议，除非按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所议定的

方式及在它们所议定的范围内，该人无权享有本协定所规定的任何税务宽免或

豁免。 

3. 如并非个人的人因第 1 款的规定而同时属缔约双方的居民，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

须致力透过共同协商，考虑该人的实际管理场所、该人成立为法团或以其他方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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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地点，以及任何其他有关因素，以断定该人就本协定而言，须被当作哪一缔约

方的居民。如未能达成协议，除非按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所议定的方式及在它们所

议定的范围内，该人无权享有本协定所规定的任何税务宽免或豁免。 

五、 常设机构 

1. 就本协定而言，“常设机构”一词在企业透过某固定营业场所经营全部或部分业务

的情况下，指该固定营业场所。 

2. “常设机构”一词尤其包括： 

1) 管理场所； 

2) 分支机构； 

3) 办事处； 

4) 工厂； 

5) 作业场所；及 

6) 矿场、油井或气井、石矿场或任何其他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3. “常设机构”一词亦包括： 

1) 建筑工地或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与之有关连的监督管理活动，但前提是

该工地、工程或活动持续 12个月以上； 

2) 企业提供的服务（包括顾问服务），而该等服务可由该企业透过僱员或其他由该

企业为提供该等服务而聘用的人员提供，但前提是属该等性质的活动须在有关的课

税期或财政年度内开始或结束的任何 12 个月的期间内，在缔约方持续一段或多于

一段期间，而该段期间（如多于一段期间则须累计）超过 183天。 

4. 纯粹就断定某段期间是否超过第 3款第 1)项所述的 12个月而言， 

1) 如缔约一方的企业在另一缔约方的某场所(该场所构成建筑工地或建筑、装配

或安装工程)进行活动，或进行与该场所有关连的监督管理活动，且该等活动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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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或多于一段期间内进行，累计超过 30天但不超过 12个月；及 

2) 与首述企业密切相关的一间或多于一间企业，在同一建筑工地或建筑、装配或

安装工程进行相关活动，或进行与该同一建筑工地或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有关连

的相关监督管理活动，该等活动在不同期间内进行而每段期间为期均超过 30 天，

则该等不同期间须计入首述企业在该建筑工地或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进行活动、

或进行与该建筑工地或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有关连的监督管理活动的期间内。 

5. 尽管有本条上述的规定，“常设机构”一词须当作不包括： 

1) 纯粹为了贮存、陈列或交付属于有关企业的货物或商品而使用设施； 

2) 纯粹为了贮存、陈列或交付而维持属于有关企业的货物或商品的存货； 

3) 纯粹为了由另一企业作加工而维持属于有关企业的货物或商品的存货； 

4) 纯粹为了为有关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或收集资讯而维持固定营业场所； 

5) 纯粹为了为有关企业进行任何其他活动而维持固定营业场所； 

6) 纯粹为了第 1)项至第 5)项所述的活动的任何组合而维持固定营业场所，但前

提是该活动，或就第 6)项而言，该固定营业场所的整体活动，须属准备性质或辅

助性质。 

6. 在以下情况下，第 5款不适用于某企业使用或维持的固定营业场所：同一企业或与

其密切相关的企业在同一场所，或在位于同一缔约方的另一场所进行业务活动，而

且 

1) 根据本条的规定，该场所或另一场所构成该企业或与其密切相关的企业的常设

机构，或 

2) 由该两间企业在同一场所，或由该同一企业或与其密切相关的企业在上述两个

场所进行的活动组合而产生的整体活动，并不属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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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前提是由该两间企业在同一场所，或由同一企业或与其密切相关的企业在上述两

个场所进行的业务活动，构成相辅相成功能，而该等功能属一项整体业务运作的组

成部分。 

7. 尽管有第 1款及第 2款的规定，除第 8款另有规定外，如某人在缔约一方代表某企

业行事，并在如此行事时，惯常订立合约，或惯常担当致使合约能得以订立的主要

角色，而该等合约在不经该企业作一定幅度修改的情况下订立，属于常态；及该等

合约 

1) 以该企业名义订立；或 

2) 是就该企业拥有的或享有使用权的财产，作出拥有权的转让或使用权的授予而

订立的；或 

3) 是为该企业提供服务而订立，则就该人为该企业所进行的任何活动而言，该企

业须当作在该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该人的活动局限于以下活动，则属例外：第

5款所述的活动，而假若该等活动透过固定营业场所（第 6款适用的固定营业场所

除外）进行，则根据该款的规定，该固定营业场所不会成为常设机构。 

8. 如某人在缔约一方代表另一缔约方的企业行事，而该人是以独立代理人的身份在首

述一方经营业务，并在该业务的通常运作中为该企业行事，则第 7款并不适用。然

而，如某人仅代表或几乎仅代表一间或多于一间与其密切相关的企业行事，则就任

何一间该等企业而言，该人不得视为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9. 即使属缔约一方的居民的某公司，控制属另一缔约方的居民的其他公司或在该另一

缔约方（不论是透过常设机构或以其他方式）经营业务的其他公司，或受上述其他

公司所控制，此项事实本身并不会令上述其中一间公司成为另一间公司的常设机构。 

10. 就本条而言，基于所有相关事实及情况，如某人或某企业控制另一企业或受另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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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控制，或与另一企业均受相同的人或企业控制，该人或该企业与另一企业即属密

切相关。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某人或某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另一企业（或另一企业

直接或间接拥有该人或该企业）多于百分之五十的实益权益（或就公司而言，多于

百分之五十的公司股份的总票数及总价值或该公司的实益股权权益）；或属第三方

的人或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该人及该另一企业（或该企业及该另一企业）多于百分

之五十的实益权益（或就公司而言，多于百分之五十的公司股份的总票数及总价值

或该公司的实益股权权益），该人或该企业须视为与另一企业密切相关。 

六、 来自不动产的收入 

1. 缔约一方的居民自位于另一缔约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入（包括自农业或林业取得的

收入），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2.  “不动产”一词具有该词根据有关财产所在的缔约方的法律而具有的涵义。该词

在任何情况下须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用于农业及林业的牲畜和设备、关于

房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使用收益权，以及作为开采或有权开

采矿藏、源头及其他自然资源的代价而取得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及航空

器不得视为不动产。 

3. 第 1 款的规定适用于自直接使用、出租或以任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动产而取得的收

入。 

4. 第 1 款及第 3 款的规定亦适用于来自企业的不动产的收入，以及为从事独立个人

劳务而使用的不动产所带来的收入。 

七、 营业利润 

1. 缔约一方的企业的利润仅在该一方徵税，但如该企业透过位于另一缔约方的常设机

构在该另一方经营业务则除外。如该企业如前述般经营业务，其利润可在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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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税，但以该等利润中可归因于该常设机构的部分为限。 

2. 在符合第 3款的规定下，如缔约一方的企业透过位于另一缔约方的常设机构，在该

另一方经营业务，则须在每一缔约方将该常设机构在有关情况下可预计获得的利润

归因于该机构，上述有关情况是指假设该常设机构是一间可区分且独立的企业，在

相同或类似的条件下从事相同或类似的活动，并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与首述企业

进行交易。 

3. 在断定某常设机构的利润时，为该常设机构的目的而招致的开支（包括如此招致的

行政和一般管理开支）须容许扣除，不论该等开支是在该常设机构所在的一方或其

他地方招致的。 

4. 如缔约一方习惯上是按照将某企业的总利润分摊予其不同部分的基准，而断定须归

因于有关常设机构的利润的，则第 2 款并不阻止该缔约方按此习惯的分摊方法断

定该等应课税的利润；但采用的分摊方法，须令所得结果符合本条所载列的原则。 

5. 不得仅因某常设机构为有关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而将利润归因于该常设机构。 

6. 就上述各款而言，除非有良好而充分的理由需要改变方法，否则每年须采用相同的

方法断定须归因于有关常设机构的利润。 

7. 如利润包括在本协定其他各条另有规定的收入项目，该等条文的规定不受本条的规

定影响。 

八、 国际运输 

1. 缔约一方的企业自营运船舶或航空器从事国际运输所得的利润，只可在该一方徵税。 

2. 第 1款的规定亦适用于来自参与联营、联合业务或国际营运机构的利润。 

九、 相联企业 

1.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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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缔约一方的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另一缔约方的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 

2) 相同的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缔约一方的企业的和另一缔约方的企业的管理、控制

或资本，而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该两间企业之间在商业或财务关系上订立或施

加的条件，是有别于互相独立的企业之间会订立的条件的，则若非因该等条件便本

应会产生而归于其中一间企业、但因该等条件而未有产生而归于该企业的利润，可

计算在该企业的利润之内，并据此徵税。 

2. 凡缔约一方将某些利润计算在该一方的某企业的利润之内，并据此徵税，而另一缔

约方的企业已在该另一方就该等被计算在内的利润课税，如假设上述两间企业之间

订立的条件正如互相独立的企业之间所订立的条件一样，该等被计算在内的利润是

会产生而归于首述一方的该企业的，则该另一方须适当地调整其对该等利润徵收的

税额。在厘定上述调整时，须充分顾及本协定的其他规定，而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须与对方磋商。 

十、 股息 

1. 由属缔约一方的居民的公司支付予另一缔约方的居民的股息，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2. 然而，如支付上述股息的公司属缔约一方的居民，该等股息亦可在该缔约方按照该

一方的法律徵税，但如该等股息的实益拥有人是另一缔约方的居民，则如此徵收的

税款不得超过： 

1) （如该实益拥有人是一间公司，而且该公司在包括支付股息日在内的 365天期

间直接持有支付股息的公司的股本至少百分之二十五（在计算该期间时，因持有股

份的公司或支付股息的公司的法团重组，例如合并重组或分立重组，而直接导致的

拥有权变化不应纳入考量）该等股息总额的百分之五； 

2)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该等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如有关公司从利润中支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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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本款并不影响就该等利润对该公司徵税。 

3. “股息”一词用于本条中时，指来自股份或其他分享利润的权利（但并非债权）的

收入；如作出分派的公司属一方的居民，而按照该一方的法律，来自其他法团权利

的收入，须与来自股份的收入受到相同的税务待遇，则“股息”亦包括该等来自其

他法团权利的收入。 

4. 凡就某股份所支付的股息的实益拥有人是缔约一方的居民，而支付该等股息的公司

则是另一缔约方的居民，如该拥有人在该另一缔约方内透过位于该另一方的常设机

构经营业务，或在该另一方内自位于该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且持

有该股份是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关连的，则第 1 款及第 2 款的规定并

不适用。在此情况下，第七条或第十四条（视属何情况而定）的规定适用。 

5. 如某公司是缔约一方的居民，并自另一缔约方取得利润或收入，则该另一方不可对

该公司就某股份支付的股息徵税（但在有关股息是支付予该另一方的居民的范围内，

或在持有该股份是与位于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关连的范围内，则

属例外），而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派利润的全部或部分，是在该另一方产生的利

润或收入，该另一方亦不可对该公司的未分派利润徵收未分派利润的税项。 

十一、 利息 

1. 产生于缔约一方而支付予另一缔约方的居民的利息，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2. 然而，在缔约一方产生的上述利息，亦可在该一方按照该一方的法律徵税，但如该

等利息的实益拥有人是另一缔约方的居民，则如此徵收的税款不得超过该等利息总

额的百分之十。 

3. 尽管有第 2 款的规定，在缔约一方产生及由该一方或其政治分部或地方当局，或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香港金融管理局或外汇基金，或（就塞尔维亚而言）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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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维亚国家银行支付予另一缔约方的居民的利息，如该等利息的实益拥有人属下列

者，则该等利息只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1)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 香港金融管理局； 

(3) 外汇基金； 

2) 就塞尔维亚而言， 

(1)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或其政治分部或地方当局； 

(2)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 

4. “利息”一词用于本条中时，指来自任何类别的债权的收入，不论该债权是否以按

揭作抵押，亦不论该债权是否附有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的权利，并尤其指来自政府证

券和来自债券或债权证的收入，包括该等证券、债券或债权证所附带的溢价及奖赏。

就本条而言，逾期付款的罚款不被视作利息。 

5. 凡就某项债权所支付的利息的实益拥有人是缔约一方的居民，并在该等利息产生所

在的另一缔约方内，透过位于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经营业务，或在该另一方内自位

于该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而该债权是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

实际关连的，则第 1款、第 2款及第 3款的规定并不适用。在此情况下，第七条或

第十四条（视属何情况而定）的规定适用。 

6. 凡支付利息的人是缔约一方的居民，则该等利息须当作是在该一方产生。然而，如

支付利息的人在缔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不论该人是否缔约一方的居

民），而该债务是在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关连的情况下招致的，且该等利息

是由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负担的，则该等利息须当作是在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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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一方产生。 

7. 凡因支付人与实益拥有人之间或他们两人与某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致就有关 

债权所支付的利息的款额，在顾及该债权下，属超出支付人与实益拥有人在没有上

述关系时会议定的款额，则本条的规定只适用于上述会议定的款额。在此情况下，

多付的部分仍须在充分顾及本协定的其他规定下，按照每一缔约方的法律徵税。 

十二、 特许权使用费 

1. 产生于缔约一方而支付予另一缔约方的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2. 然而，在缔约一方产生的上述特许权使用费，亦可在该一方按照该一方的法律徵税，

但如该等特许权使用费的实益拥有人是另一缔约方的居民，则如此徵收的税款不得

超过： 

1) (就第 3款第 1)项所指的情况而言)该等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五； 

2) (就第 3款第 2)项所指的情况而言)该等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3.  “特许权使用费”一词用于本条中时，指作为下列事项的代价因而收取的各种付

款︰ 

1) 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或科学作品（包括电影影片或供电台或电

视广播使用的胶片或磁带）的任何版权； 

2) 使用或有权使用任何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则、秘密程式或程序，或使

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或科学设备，或取得关于工业、商业或科学经验的资料。 

4. 凡就某权利或财产所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的实益拥有人是缔约一方的居民，并在该

等特许权使用费产生所在的另一缔约方内，透过位于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经营业务，

或在该另一方内自位于该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且该权利或财产是

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关连的，则第 1款及第 2款的规定并不适用。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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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第七条或第十四条（视属何情况而定）的规定适用。 

5. 凡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一方的居民，则该等特许权使用费须当作是在该一

方产生。然而，如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在缔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不

论该人是否缔约一方的居民），而支付该等特许权使用费的法律责任，是在与该常

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关连的情况下招致的，且该等特许权使用费是由该常设机构或

固定基地负担的，则该等特许权使用费须当作是在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的一

方产生。 

6. 凡因支付人与实益拥有人之间或他们两人与某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致就有关

使用、权利或资料所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的款额，在顾及该使用、权利或资料下，

属超出支付人与实益拥有人在没有上述关系时会议定的款额，则本条的规定只适用

于上述会议定的款额。在此情况下，多付的部分仍须在充分顾及本协定的其他规定

下，按照每一缔约方的法律徵税。 

十三、 资本收益 

1. 缔约一方的居民自转让属第六条所述的并位于另一缔约方的不动产所得的收益，可

在该另一方徵税。 

2. 如某动产属某常设机构的业务财产的一部分，而该常设机构是缔约一方的企业在另

一缔约方设立的，或某动产是与某固定基地有关的，而该固定基地是供缔约一方的

居民在另一缔约方用作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用途的，则自转让该动产所得的收益，

包括自转让该常设机构（单独或随同整个企业）或转让该固定基地所得的收益，可

在该另一方徵税。 

3. 如缔约一方的企业营运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航空器，其自转让上述船舶或航空器

所得的收益，或自转让关于上述船舶或航空器的营运的动产所得的收益，只可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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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徵税。 

4. 缔约一方的居民自转让股份或相当于股份的任何类别的权益（包括合伙权益或信托

权益）而取得的收益，如果在转让前 365天内的任何时间，该等股份或相当于股份

的权益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价值是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另一缔约方属于第六条所界

定的不动产的，则该收益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5. 凡有关转让人是缔约一方的居民，自转让第 1款、第 2款、第 3款及第 4款所述的

财产以外的任何财产所得的收益，只可在该一方徵税。 

十四、 独立个人劳务 

1. 缔约一方的居民自专业服务或其他具独立性质的活动取得的收入，只可在该一方徵

税，除非： 

1)该人在另一缔约方有可供其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让该人从事其活动；在此情况下，

该收入中只有属可归因于该固定基地的收入可在该另一缔约方徵税；或 

2)该人在有关的课税期或财政年度内开始或结束的任何 12 个月的期间内，在另一

缔约方停留一段或多于一段期间，而该段或该等期间达或累计超过 183天；在此情

况下，该收入中只有自在该另一缔约方从事的活动取得的收入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2.  “专业服务”一词尤其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

生、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及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十五、 非独立个人劳务 

1. 除第十六条、第十八条及第十九条另有规定外，缔约一方的居民自受僱工作取得的

薪金、工资及其他类似报酬，只可在该一方徵税，但如受僱工作是在另一缔约方进

行则除外。如受僱工作是在另一缔约方进行，则自该受僱工作取得的报酬可在该另

一方徵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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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管有第 1 款的规定，缔约一方的居民自于另一缔约方进行的受僱工作而取得的

报酬如符合以下条件，则只可在首述一方徵税： 

1)收款人在有关的课税期或财政年度内开始或结束的任何 12 个月的期间内，在该

另一方的逗留期间（如多于一段期间则须累计）不超过 183天，及 

2)该报酬由一名并非该另一方的居民的僱主支付，或由他人代该僱主支付，及 

3)该报酬并非由该僱主在该另一方所设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3. 尽管有本条上述规定，缔约一方的居民自于另一缔约方的企业所营运从事国际运输

的船舶或航空器上进行受僱工作而取得的报酬，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十六、 董事酬金 

缔约一方的居民以其作为属另一缔约方的居民的公司的董事会或任何其他类似机构的

成员身分所取得的董事酬金及其他同类付款，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十七、 演艺人员及运动员 

1. 尽管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一方的居民作为演艺人员（例如

戏剧、电影、电台或电视艺人，或乐师）或作为运动员在另一缔约方以上述身分进

行其个人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2. 演艺人员或运动员以其演艺人员或运动员的身分在缔约一方进行个人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如并非归于该演艺人员或运动员本人，而是归于另一人，则尽管有第七条、

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的规定，该收入可在该缔约方徵税。 

3. 如演艺人员或运动员到访某缔约方之行，完全或主要是以缔约一方或双方的公帑、

或其政治分部或地方当局的公帑赞助的，或是在缔约双方已核准的文化或体育交流

活动的范畴内进行活动，则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该演艺人员或运动

员在首述缔约方进行活动而取得的收入。在此情况下，有关收入只可在该演艺人员



 

 

 

18 恒诚商务服务热线：400-030-1888 

 

或运动员属其居民的缔约方徵税。 

十八、 退休金 

1. 除第十九条第 2 款另有规定外，因过往的受僱工作或过往的自僱工作而支付予缔

约一方的居民的退休金（包括整笔付款）及其他类似报酬，只可在该一方徵税。 

2. 尽管有第 1款的规定，如退休金（包括整笔付款）及其他类似 

报酬是根据退休金计划或退休计划作出的，而有关计划属： 

1)一项公共计划，而该项公共计划是缔约一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或 

2)一项可让个人参与以确保取得退休利益、且在缔约一方为税务目的而获认可的计

划，则该等退休金及报酬只可在该缔约方徵税。 

十九、 政府服务 

1. 1)缔约一方或其政治分部或地方当局，就提供予该一方或其分部或当局的服务而向

任何个人支付的薪金、工资及其他类似报酬（退休金除外），只可在该一方徵税。 

2)然而，如上述服务是在另一缔约方提供，而上述个人属该一方的居民，并且： 

(1)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留权；以及就塞尔维亚而言，

属塞尔维亚的国民；或 

(2)不是纯粹为提供该等服务而成为该一方的居民，则该等薪金、工资及其他类似

报酬只可在该一方徵税。 

2. 1)缔约一方或其政治分部或地方当局就提供予该一方或其分部或当局的服务而向

任何个人支付的退休金（包括整笔付款）及其他类似报酬，或就上述服务而从该一

方或其分部或当局所设立或供款的基金向任何个人支付的退休金（包括整笔付款）

及其他类似报酬，只可在该一方徵税。 

2)然而，如该提供服务的个人是另一缔约方的居民，而个案情况符合第 1 款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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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描述，则任何相应的退休金（包括整笔付款）及其他类似报酬只可在该另一缔

约方徵税。 

3.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及第十八条的规定，适用于就在与缔约一方或其政

治分部或地方当局所经营的业务有关连的情况下提供的服务而取得的薪金、工资、

退休金（包括整笔付款）及其他类似报酬。 

二十、 学生 

凡某学生或业务学徒是、或在紧接前往缔约一方之前曾是另一缔约方的居民，而该学生

或业务学徒逗留在首述一方，纯粹是为了接受教育或培训，则该学生或业务学徒为了维

持其生活、教育或培训的目的而收取的款项，如是在该一方以外的来源产生，则不得在

该一方徵税。 

二十一、 其他收入 

1. 缔约一方的居民的各项收入无论在何处产生，如在本协定以上各条未有规定，均只可在

该一方徵税。 

2. 凡就某权利或财产支付的收入（来自第六条第 2款所界定的不动产的收入除外）的收款

人是缔约一方的居民，并在另一缔约方内透过位于该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经营业务，或在

该另一方内自位于该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且该权利或财产是与该常设

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关连的，则第 1款的规定不适用于该收入。在此情况下，第七条

或第十四条（视属何情况而定）的规定适用。 

3. 尽管有第 1款及第 2款的规定，缔约一方的居民在另一缔约方产生的各项收入，如在本

协定以上各条未有规定，则亦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二十二、 资本 

1. 第六条所提述的不动产所代表的资本如由缔约一方的居民拥有并位于另一缔约方，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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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另一方徵税。 

2. 如某动产属某常设机构的业务财产的一部分，而该常设机构是缔约一方的企业在另一缔

约方设立的；或某动产是与某固定基地有关的，而该固定基地是供缔约一方的居民在另

一缔约方用作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用途的，则该动产所代表的资本，可在该另一方徵税。 

3. 如缔约一方的企业营运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航空器，其船舶或航空器所代表的资本以

及营运上述船舶或航空器有关的动产所代表的资本，只可在该一方徵税。 

4. 缔约一方的居民的所有其他资本组成部分，只可在该一方徵税。 

二十三、 消除双重课税 

1.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须按以下方式消除双重课税︰ 

在不抵触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中关乎容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司法管辖区缴付

的税项用作抵免香港特别行政区税项的规定（该等规定不得影响本条的一般性原则）的

情况下，如已根据塞尔维亚的法律和按照本协定的规定（但上述规定仅是因为有关收入

也属塞尔维亚居民取得的收入而容许塞尔维亚徵税的范围内除外），就属香港特别行政

区居民的人自塞尔维亚的来源取得的收入缴付塞尔维亚税项，则不论是直接缴付或以扣

除的方式缴付，所缴付的塞尔维亚税项须容许用作抵免就该收入而须缴付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税项，但如此获容许抵免的款额，不得超过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税务法律就该收

入计算所得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税项的款额。 

2. 就塞尔维亚而言，须按以下方式消除双重课税︰ 

1) 凡按照本协定的规定，某塞尔维亚居民取得的收入或拥有的资本是可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徵税的，塞尔维亚须容许： 

(1) 在就该居民的收入徵收的税项中，扣除相等于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缴付的收入

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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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就该居民的资本徵收的税项中，扣除相等于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缴付的资本

税项。 

然而，该项扣除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均不得超过在扣除前计算的收入税款或资

本税款中可归因于（视属何情况而定）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徵税的收入或资本的部

分。 

2) 凡按照本协定的任何规定，某塞尔维亚居民所取得的收入或所拥有的资本获豁免而

无须在塞尔维亚徵税，塞尔维亚在计算该居民其余收入或资本的税项的款额时，仍

可将获豁免的收入或资本计算在内。 

3. 为了在某一缔约方容许作抵免或扣除，在另一缔约方所缴付的税项，须当作包括本须在

该另一缔约方缴付但按照该一方的税务优惠的法律规定而获扣减或豁免的税项。 

4. 第 3 款的规定会在本协定生效的公历年的翌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课税期或财政年

度之后的 5年后，不再具有效力。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可共同磋商以断定是否须延长此

期间。 

二十四、 无差别待遇 

1. 任何人如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留权或在该处成立为法团或以其他方式组成，或属塞

尔维亚的国民，则该人在另一缔约方不得受符合以下说明的任何课税或与之有关连的任

何规定所规限：该课税或规定是有别于（如该另一方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居留权或在该处成立为法团或以其他方式组成的人，或有别于（如该另一方是

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国民，在相同情况下（尤其是在居民身分方面）须受或可受的课

税及与之有关连的规定，或较之为严苛。尽管有第一条的规定，本规定亦适用于非缔约

一方或双方的居民的人。 

2. 缔约一方的企业设于另一缔约方的常设机构在该另一方的课税待遇，不得逊于进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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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该另一方的企业的课税待遇。凡缔约一方以民事地位或家庭责任的理由，而为课

税的目的授予其本身的居民任何个人免税额、税务宽免及扣减，本规定不得解释为该缔

约方也必须将该免税额、税务宽免及扣减授予另一缔约方的居民。 

3. 除第九条第 1款、第十一条第 7款、或第十二条第 6款的规定适用的情况外，缔约一方

的企业支付予另一缔约方的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及其他支出，为断定该企业的须

课税利润的目的，须按犹如该等款项是支付予首述一方的居民一样的相同条件而可予扣

除。同样地，缔约一方的企业拖欠另一缔约方的居民的任何债务，为断定该企业的须课

税资本的目的，须按犹如该等债务是拖欠首述一方的居民一样的相同条件而可予扣除。 

4. 如缔约一方的企业的资本的全部或部分，是由另一缔约方的一名或多于一名居民直接或

间接拥有或控制，则该企业在首述一方不得受符合以下说明的任何课税或与之有关连的

任何规定所规限：该课税或规定是有别于首述一方的其他类似企业须受或可受的课税及

与之有关连的规定，或较之为严苛。 

5. 本条的规定适用于第二条所述的税项。 

二十五、 相互协商程序 

1. 如任何人认为任何缔约方或缔约双方的行动导致或将导致对该人作出不符合本协定规

定的课税，则无论该等缔约方的内部法律的补救办法如何，该人如属缔约一方的居民，

可将其个案呈交该缔约方的主管当局；如其个案属第二十四条第 1款的情况，则可将其

个案呈交有关缔约方的主管当局。有关缔约方就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留权或在该处

成立为法团或以其他方式组成的人而言，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就塞尔维亚的国民而言，

则指塞尔维亚。该个案须于就导致不符合本协定规定课税的行动发出首次通知之时起计

的三年内呈交。 

2. 如有关主管当局觉得反对属有理可据，而它不能独力达致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它须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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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另一缔约方的主管当局透过共同协商解决有关个案，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的课税。

任何达成的协议均须予以执行，不论缔约双方的内部法律所设的时限为何。 

3. 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须致力透过共同协商，解决就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而产生的任何困

难或疑问。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亦可共同磋商，以消除在本协定没有对之作出规定的双

重课税。 

4. 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可为达成以上各款所述的协议而直接（包括透过由双方的主管当局

或其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与对方联络。 

二十六、 资料交换 

1. 缔约双方的主管当局须交换可预见攸关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或施行或强制执行缔约双方

关乎本协定所涵盖的税项的内部法律的资料，但以根据该等法律作出的课税不违反本协

定为限。该项资料交换不受第一条所限制。 

2. 缔约一方根据第 1 款收到的任何资料须保密处理，其方式须与处理根据该一方的内部

法律而取得的资料相同，该资料只可向与第 1款所述的税项的评估或徵收、强制执行或

检控有关，或与关乎该等税项的上诉的裁决有关，或与监察上述事宜有关的人员或当局

（包括法院及行政部门）披露。该等人员或当局只可为该等目的使用该资料。他们可在

公开的法庭程序中或在司法裁定中披露该资料。尽管有前述的规定，缔约一方所取得的

资料可用于其他目的（当双方的法律均容许该资料使用于该其他目的及提供资料的一方

的主管当局授权该运用）。上述资料不得为任何目的向任何第三司法管辖区披露。 

3. 在任何情况下，第 1 款及第 2 款的规定均不得解释为向缔约一方施加采取以下行动的

义务： 

1)实施有异于该缔约方或另一缔约方的法律及行政惯例的行政措施； 

2)提供根据该缔约方或另一缔约方的法律或正常行政运作不能获取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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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会将任何贸易、业务、工业、商业或专业秘密或贸易程序披露的资料，或提供若

遭披露即属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资料。 

4. 如缔约一方按照本条请求提供资料，则即使另一缔约方未必为其本身的税务目的而需要

该等资料，该另一方仍须以其收集资料措施取得所请求的资料。前句所载的义务须受第

3 款的限制所规限，但在任何情况下，该等限制不得解释为容许缔约一方纯粹因资料根

据该一方的内部法律属与税务事宜无关而拒绝提供该等资料。 

5. 在任何情况下，第 3款的规定不得解释为容许缔约一方纯粹因资料是由银行、其他财务

机构、代名人或以代理人或受信人身分行事的人所持有，或纯粹因资料关乎某人的拥有

权权益，而拒绝提供该等资料。 

二十七、 政府使团成员 

本协定不影响政府使团（包括领馆）成员根据国际法的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享有的财政

特权。 

二十八、 利益享有权 

1. 尽管有本协定的其他规定，如经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及情况后，可以合理断定就某项收入

或资本获取本协定所订的优惠，是进行任何会直接或间接产生该优惠的安排或交易的其

中一个主要目的，则除非能够确定在此等情况下给予该优惠符合本协定有关规定的宗旨

和目的，否则不得给予该优惠。 

2. 本协定不损害每一缔约方施行其关于逃税或规避缴税（不论其称谓是否如此）的内部法

律及措施的权利。 

二十九、 生效 

1. 缔约双方均须通过官方渠道以书面通知对方已按其所属一方的法律规定，完成使本协定

生效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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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协定自上述的较后一份通知的日期起生效；一旦生效，其规定即： 

1)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税项而言，就始于本协定生效的公历年的翌年

4 月 1日或之后的任何课税年度具有效力； 

2)在塞尔维亚，就对所得收入徵收的税项及对所拥有的资本徵收的税项而言，就始于本

协定生效的公历年的翌年 1月 1日或之后的每一个财政年度具有效力。 

3. 于 2016年 10月 4日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名为“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 Concerning Air Services”，

而中文译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的民用航空

运输协定》的协定的第十条（避免双重课税）的规定，在本协定有效的期间不具效力。 

三十、 终止 

本协定维持有效，直至被任何缔约方终止为止。任何缔约方均可在本协定生效日期后第五年

之后的任何公历史年完结的最少六个月之前，通过官方渠道藉向另一缔约方发出书面终止通

知，终止本协定。凡有该情况，本协定不再就下述年度具有效力： 

a)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税项而言，于有关终止通知发出的公历年的

翌年 4月 1日或之后开始的任何课税年度； 

b) 在塞尔维亚，就对所得收入徵收的税项及对所拥有的资本徵收的税项而言，于有关

终止通知发出的公历年的翌年 1月 1日或之后开始的每一个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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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代表，经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在贝尔格莱德和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在香港签订，一式两份，

每份均以中文、塞尔维亚文及英文写成，每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代表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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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收入及资本税项

消除双重课税和防止逃税及规避缴税的协定》（下称“协定”）时，缔约双方政府同意以下规

定，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1. 就第二条（「所涵盖的税项」）第 3款而言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物业税”一词指根据为取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不动产的

使用权而应支付予业主的代价（包括租金收入）所厘定的税项。此税项并非按不动产的

价值计算。 

2. 就第十一条（「利息」）第 3款而言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香港金融管理局是负责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货币与银行体系稳

定的政府机关。 

外汇基金是指根据《外汇基金条例》（香港法例第 66章）所设立的基金，其主要职能是

直接或间接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港币汇价，以及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货币和金融体

系的稳定健全； 

外汇基金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理。 

3. 就第二十五条（「相互协商程序」）第 1款而言 

按双方理解，缔约一方的主管当局收到呈交的相互协商程序个案后，如不认为某人提出

的反对有理可据，则该缔约方的主管当局会就该个案与另一缔约方的主管当局执行双边

通报或磋商程序。 

 

 

 

 



 

 

 

28 恒诚商务服务热线：400-030-1888 

 

下列代表，经正式授权，已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为证。 

 

本议定书于 2020年 8 月 14日在贝尔格莱德和于 2020 年 8月 27日在香港签订，一式两份，

每份均以中文、塞尔维亚文及英文写成，每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代表 

代表 

 

以上内容均摘录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税务局网站] 



 

 

 

 

 

 

 

 

 

 

 

 

 

 

香港九龙尖沙咀漆咸道南 45-51 号其士大厦 803 室 

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一路 215 号宝通大厦 24 楼 

400-030-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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