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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被各界所期盼已久的中国
转让定价新法规 —《特别
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
于2009年1月9日被中国
国家税务总局(“国税总
局”)正式封发。文号为国
税发【2009】2号(“2号
文”)。
2号文追溯回2008年1月1号正式生效。
随着2号文的生效，中国原先主要的转
让定价规程包括国税发【1998】59号、
国税发【2004】143号以及国税发
【2004】118号正式废止。
2号文几乎涵盖了转让定价的各个方
面。2号文共13章118条，对年度关联
申报、同期资料、调查与调整、预约定
价安排、成本分摊协议、受控外国企业、
资本弱化、一般反避税与转让定价处罚
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法律规定。

本期税务快讯将集中讨论新法规的信
息披露及文档准备要求。




京都天华将会推出一系列以转让定价
为专题的税务快讯，以对2号文的各个
方面进行深度解析，其中包括：
 资本弱化
 中国转让定价审计
 预约定价安排
 成本分摊协议、受控外国企业及一
般反避税

除此之外，纳税人还需在这套表单中
注明：
 是否按要求准备了同期资料；
 在关联交易中采用了何种定价方
法；以及
 主要1境外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
的比对。

转让定价信息披露要求
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和在中国境
内设立机构、场所并据实申报缴纳企业
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都需在递送年度
所得税申报表时，一并附送《企业年度
关联 业务往来报告表》。这套表单包
含以下九份：
 关联关系表
 关联交易汇总表
 购销表
 劳务表
 无形资产表
 固定资产表
 融通资金表

对外投资情况表
对外支付款项情况表

按照对2号文的字面理解，企业即使没
有关联交易，可能也需要做零申报。
关联业务申报截止日为次年的5月31
日，同年度所得税汇算申报。
企业未要求向税务机关报送上述关联
业务年度报告表的，可处以人民币
2,000至10,000元的罚款。
同期文档资料准备要求
免于准备同期资料的条件
随着新税法以及2号文的发布，准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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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金额占同类交易总额 10%以上的交易。

让定价同期文档资料已经成为境内纳
税企业的法定义务。但出于减轻纳税人
总体行政负担的考虑，2号文允许对金
额不是非常重大的关联交易免除文档
准备义务。
具体来说，纳税人如果能满足以下条件
中的任何一项，就可免于准备同期
资料：
 年度关联购销金额在人民币2亿元
以下，且其他类型关联交易金额在
人民币4000万以下；
 关联交易属于执行预约定价安排所
涉及的范围；
 仅有境内关联交易，且外资股份低
于50%。
值得注意的是，来料加工业务按年度进
出口报关价格计算关联购销金额。
此外，稍后出台的国税发【2009】363
号对上述豁免条件做出了重大更新。其
规定 — 单一功能的亏损企业并不适
用上述豁免条件。具体来说，单一生产、
销售与合同研发企业如果存在亏损，则
无论其关联交易金额的大小都必须准
备同期资料。
同期文档资料的内容
2号文对同期文档资料的结构和内容提
出了非常详细的要求。可以简单归纳如
下：
 同期资料报告：
• 组织结构
• 生产经营情况
• 关联交易情况
• 转让定价方法的选择和使用
• 可比性分析
 企业功能风险分析表；
 企业年度关联交易财务状况分析
表；以及
 关联交易合同副本。
2号文的上述规定与国际经合组织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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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规程的要求大体一致，也符合国际
通行的做法。从对文档内容和结构的具
体要求中可以看出中国税务机关期望
对纳税企业的基本情况、业务状况、纳
税情况、关联方信息、关联交易内容、
转让定价政策等方面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号文明确提
出应该用可比性分析来判定纳税人的
关联业务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语言、准备截止期和递交
同期文档必须用中文准备。准备完毕后
自行保存，并于税务机关要求之日起20
日内递交。
同期资料应于次年的5月31日之前准
备完毕，但2008年资料的准备截止期
延长到2009年12月31日。
对因363号文的要求而准备同期资料
的单一功能亏损企业而言，其同期资料
须在次年的6月20日前主动递交至主
管税务机关。
罚金与罚金保护
不按2号文规定准备同期文档资料的，
可处以人民币10,000至50,000元的罚
款；此外税务机关可以直接把相关企业
列为转让定价审计目标。
而如果企业按规定备妥同期文档资料，
哪怕被施以转让定价调整，企业可以获
得罚金保护，即免除5％的附加罚金。
对纳税人的影响
年度申报表方面
税务机关一般将纳税人递交的年度申
报资料作为筛选审计调查目标的起始
点。因此，纳税人在填报表单时应多加
注意，特别需要评估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是否有现存的转让定价政策，
如何相应表述？
 企业的实际利润状况与现存的定价

政策是否相符？
 企业是否有转让定价风险，如何防
御？
同期文档资料方面
境内纳税人应根据2号文的规定评估是
否有准备同期文档资料的法定义务；如
有，则应相应妥善准备。
特别当集团企业在中国设有多家分支
公司时，准备文档会变得愈加费时费
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集团企业更应
同步编排工作计划，使得在准备文档的
过程中形成合力，并保证信息的一致
性。
京都天华如何帮助您
京都天华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转让定
价专业服务团队，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服
务。我们致力于向您提供最有效、最灵
活的转让定价方案，帮助您满足中国转
让定价申报及文档准备的法定要求。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向您提
供协助：
 年度关联申报：帮助您完成年度关
联交易情况报告表；
 同期文档资料：为您准备转让定价
同期文档资料；
 可比性分析（基准定位分析）：为
您准备同期资料的核心内容 — 可
比性分析；
 关联交易合同：针对您的关联业务
合同提供审阅服务和专业建议；
 转让定价培训：向您企业内部的财
务人员提供转让定价培训，或度身
定做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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