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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快讯
作为对外支付最常采用的
方式之一，服务费一直备
受关注。一方面，与其有
关的税收问题是海外投资
者的日常研究课题；另一
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始终
致力于相关的征收管理。
中国的营业税税制改革，以及近几个月
来国税总局发布的法规条例对服务费
支付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相关的
税收处理方面。本期税务快讯集中讨论
自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后，新税收体制
下针对服务费支付的税收处理、对纳税
人的影响、以及如何进行未来税务筹
划。
税收影响 – 营业税
2009年初新营业税法规及其实施细则
的颁布施行增加了服务费对外支付的
税收负担。在营业税税制改革之前，只
有当服务在境内发生时该服务费才需

要缴纳营业税。而在新营业税法规下，
只要提供或者接受劳务的单位或者个
人位于中国境内，该服务收入就需要缴
纳营业税。下表显示了新旧营业税法规
下的税务处理对比：

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该文阐
明了如何确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
所的非居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我们
将在下文具体探讨该文对海外服务费
用支付产生的影响。
是否需要缴纳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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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新税制下由中国居民企业向其
海外关联方支付的任何服务费均需缴
纳营业税。
税收影响 – 企业所得税
有关对外支付的服务费之企业所得税
处理问题一直未被明朗化，直至2010
年2月20日国税总局颁布了新法规，即
自2010年2月20日起生效的国税发
【2010】19号（“19号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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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企业对于在中国境内提供的服
务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即其在境外提
供的服务无需在中国缴纳企业所得税。
当服务部分或全部在中国境内提供时，
如果非居民企业所在国家与中国之间
尚未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议
（
“税收协议”）
，那么需要就其在境内
提供的服务缴纳企业所得税。若存在税
收协议，那么依据相关税收协议只有当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构成常设机构时才

需就其境内服务部分缴纳企业所得税。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流程图更简洁地
说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

税纳税义务的非居民企业提供了两种

应纳税所得额=成本费用总额/（1

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方法，即：据实申报

－经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经

与核定利润法。

税务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按经费支出换算收入核定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于能够正确核算经费

服务费

支出总额，但不能正确核算收入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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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与境外服务的划分

文中规定选择据实计算申报应纳税所

在之前的大多数案例中，中国税务机关

得额的非居民企业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各种服务类型之核定利润率
在核定利润法下，该文还针对非居民企

依据国税发【2000】82 号进行境内外

 建立准确完整的会计账簿；

业提供的不同服务类型设定了标准核

服务比例的划分。该文规定对于为中国

 按照境内机构实际履行的功能与承

定利润率范围：

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同时发生在境内外

担的风险相匹配的原则，据实准确

的，其划分为中国境内的业务收入不应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低于总收入的 60%——即便其实际在
境内提供的服务可能低于该比例。19
号文并未提及类似强制性的划分比例。

若不符合上述要求，如非居民企业因会
计账簿不健全，资料残缺难以查账，或
者其他原因不能准确计算并据实申报
其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采取

其就境内外服务的划分比例据实申报

以下方法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但是，该文



用于能够正确核算收入或通过合

划分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有疑义的，可以

理方法推定收入总额，但不能正确

要求非居民企业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

核算成本费用的非居民企业：

并根据工作量、工作时间、成本费用等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经税务

因素合理划分其境内外收入。如非居民

机关核定的利润率；

企业不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税务机


按成本费用核定应纳税所得额：适

国境内，确定其劳务收入并据以征收企

用于能够正确核算成本费用，但不

业所得税。

能正确核算收入总额的非居民企
业：

19号文对收取服务费且具有企业所得

30%-50%；
 从事其他劳务或劳务以外经营活动
的，利润率不低于 15%。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核定利润率要远远
高于之前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下提

按收入总额核定应纳税所得额：适

同时指出：税务机关若对其境内外收入

企业所得税的计算基础

务的，利润率为 15%-30%；
 从事管理服务的，利润率为

依据19号文，现在非居民企业可以基于

关可视同其提供的服务全部发生在中

 从事承包工程作业、设计和咨询劳

供的利润率水平（10%-40%）。
19号文还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
可按照上述核定利润率幅度决定核定
利润率。更为重要的是，税务机关有根
据认为非居民企业的实际利润率明显
高于上述标准的，可以按照比上述标准
更高的利润率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我们的观察

更为糟糕的是，如果税务当局有理由相

提供在据实申报过程中的相关披露。我

营业税税负增加

信非居民企业的实际利润率显著高于

们强烈建议企业评估比较据实申报与

如前所述，由于新营业税法规的颁布实

规定的利润率范围，甚至可能会采用更

核定利润两种方法下的税收与管理成

施，对外支付服务费的税收负担明显增

高的核定利润率。从实务上来看，纳税

本，从而为将来的项目做好筹划。

加。

人仍需进一步等待当地税务局的解释
京都天华如何帮助您？

与实际操作流程。
强制性划分取消

京都天华可以帮助纳税人：


对纳税人有利的是针对咨询服务的

转让定价理论与研究可以在服务费支

60%/40%强制性境内外收入划分比例

付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分析

状，评估与比较据实申报与核定利

被取消，纳税人被允许据实划分境内外

服务性质来确定最为合适的服务类型

润两种方法下的税务处理，以此确

服务比例。为支持其划分比例，企业需

和核定利润率，并为服务费交易提供重

定税务筹划方案；

准备相关的证明信息与文件，并向税局

要的支持性分析。



申报方法审核：审核目前的申报现

转让定价分析：进行转让定价分析
以记录服务性质、功能风险状况，

提供所采用的分摊方法。这一规定体现
了国税总局致力于提高中国整体税收

据实申报得到鼓励

体制的透明度。

我们还可以发现 19 号文似乎意图通过

并确定合理利润率；


提高核定利润率来鼓励非居民企业在
核定利润率提高

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核

核定利润法是对外服务费支付普遍采

定利润法转变为据实申报法。

取的计征方法，19 号文提高了核定利

支持性文件：协助准备关联服务合
同和其他支持性文件；



纳税申报与协商：协助纳税人进行
纳税申报，通过与主管税局针对应
纳税所得额的讨论和协商达成税

润率的范围，从而增加了非居民企业企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服务提供商并不可

业所得税税负。

以毫无限制地使用据实申报法。首先，

收处理的认同。

非居民企业必须建立准确健全的会计
以管理服务为例，相比其他服务类型，

账簿，在实务操作中税务局可能会要求

其规定的核定利润率最高

企业提供一份专门审计报告以证明其

（30%-50%）；同时服务接受方不能

准确性。其次，19 号文明确了在中国

税前列支管理服务费。因此我们建议纳

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据实

税人审核提供服务的性质，尽量避免在

核算的利润应该与其承担的功能和风

关联服务合同中涵盖管理服务；否则合

险相匹配。这可能需要准备一份转让定

同涵盖的所有服务费用可能均会被视

价报告来分析服务的功能/风险状况，

为管理服务，从而需要承担更高的税

并进行基准定位分析以确定合理的利

负。

润率。此外，企业还需评估其是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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