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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国税总局”
）围绕“建立管理、服务、调查三位
一体的反避税防控系统”的工作目标
（“三位一体反避税防控系统”），
推进反避税工作，强化监管力度。本
快讯就近期我们在相关会议上从国税
总局转让定价官员了解到的中国税务
机关转让定价管理发展的最新动向，
在此进行总结和分析，与广大纳税企
业分享。
中国转让定价领域的最新动态
近年来，税务机关先后制定了一系列
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从企业所
得税法和实施条例中首次纳入特别纳
税调整章节，到2009年《特别纳税调
整实施办法（试行）》（“2号文”）
的颁布，中国转让定价管理的法律体
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不断的完善。
在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律依据的支持
下，国税总局制定了建立“三位一体
反避税防控系统”的目标，在实践中
规范工作流程，建设信息系统，对重
点行业进行联查，对重点企业进行跟
踪和管理，加强反避税领域的监控。

在税务机关不断加强反避税工作，加
大调查补税力度的环境下，近年来年
度补税金额和单案补税金额都呈现出
显著的上升态势。数据显示，2010年
度企业查补税额达26.60亿元，相比
2008年的12.40亿元增长了一倍以上，
相比2009年的20.91亿元增长了27%
；2010年平均单案补税金额为1,460
万元，相比2008年815.79万元增长了
79%，相比2009年1,252.14万增长了
17%；2010年大案调查中，单案补税
过千万的企业多达50家，过亿的企业
为6家，均明显高于2008年和2009年的
水平。
由此可见，中国税务机关在转让定价
领域的管理日益严格，力度明显加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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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让定价管理的主要动向
1. “管理”、“服务”、“调查”并
重，强化管理力度
通过关联交易申报、同期资料检查和
对已调查企业的跟踪管理等一系列
转让定价管理措施，税务机关从过去
偏重事后调查转变为积极事先预防避
税。具体而言，税务机关会着重审核
企业递交资料的质量，研究企业转让
定价和税收模型的制定和执行，敦促
企业进行自查和主动提高利润水平。
税务机关不仅关注企业是否准备了同
期资料，更关注同期资料的质量，特
别是企业转让定价政策发生改变的情
况。
另外，中国税务机关鼓励和推行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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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安排和双边磋商，为企业提供经
营和税收的确定性，避免国际双重征
税，优化税收服务。
此外，税务机关将继续加大转让定价
调查力度，特别是行业联查和集团跨
区域联查力度。
2.

加大调查力度，深化行业联查

2012年，中国税务机关的工作重点之
一将是继续加强行业联查和集团跨区
域联查，避免相同行业或者同一集团
子公司在不同地区的相似企业出现调
查力度的区域性差异。行业调查范围
将由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拓展到零售
业、金融业等领域，通过行业联查和
集团跨区域联查，税务机关将对不同
行业深入分析，从而能针对性地采取
监管措施，规范行业运作，做到预先
防范避税。此外，不同业务领域的企
业会涉及不同的交易类型，税务机关
也将关注焦点从有形资产购销扩展到
无形资产交易和融资等，特别是会对
选址节约、市场溢价、营销型无形资
产计价等问题进行探索研究。
零售行业内的公司在搜索可比公司时

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潜在的可比
公司可能拥有一些无形资产，并非单
纯的分销商；另外，相比一般的分销
商，奢侈品行业内的公司会因中国市
场的特殊性形成特有的地域营销型的
无形资产，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可比公
司。因此，除了采取常用的交易净利
润法作为转让定价方法，税务机关也
鼓励企业使用利润分割法进行关联交
易的定价。
同时，税务机关对于不同的生产企业
也会有一定的要求。例如，相比一般
生产商，高新技术企业自主研发，拥
有一定的无形资产，承担更多职能。
因此这些企业同期资料中的记录应符
合自身功能风险实质，不应简单地定
义为单一功能企业。
可见，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调查的管
理正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中国
的转让定价税收环境也越来越严峻。
3.

类型外，税务机关也会在企业类型上
将关注重点从外资企业延伸到内资企
业，特别是一些“走出去”的企业。
例如，2010年山东一家中资上市企业
因将利润转移至集团内亏损企业，被
税务机关调查后调整补税1.65亿元。在
地域范围上，调查版图也将从东南沿
海地区向中南部地区延伸。
税务机关还会将触角伸向成本分摊、
受控外国企业、资本弱化和一般反
避税等新领域，特别是研发型成本分
摊、利用融资结构、多层控股模式及
避税港无经济实质企业进行税收筹划
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税务机
关积极参加OECD、联合国、国际
财政协会、亚洲税收管理与研究组织
等国际组织会议，正式加入国际联合
反避税信息中心，多渠道获取情报信
息，加大国际跨境转让定价的监管力
度。

探索新领域，创新监管措施

在原有管理的基础上，税务机关将继
续探索转让定价新领域和监管新措
施。除前文所提及的行业领域和交易

此外，为鼓励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时
进行自行调整，税务机关正积极与外
汇管理局进行沟通，以解决境内企业
进行自行调整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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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建议
针对上述中国税务机关全方位加强转
让定价管理力度的最新动向，我们提
供下述建议供企业参考：
•

在进行关联交易申报和提交同期
资料时，企业需认真审核相关信息
的准确性，保证同期资料的质量。
尤其是当企业转让定价政策发生变
化时，应在同期资料中进行恰当记
录，并如实反映财务状况，作出合
理解释。

•

处于零售业和有可能涉及到无形资
产相关转让定价问题的企业，以及
内资企业和内陆集团企业，应做
到未雨绸缪，对企业业务流程进行
梳理，对自身转让定价安排进行自
查，确保关联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
则，从而防患于未然，降低转让定
价调查调整的风险。

•

纳税企业可基于集团规模和成本收
益情况，考虑向税务机关提出预约
定价安排或成本分摊协议等申请，
获得税收和经营的确定性，以降低
转让定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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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您解决
中国转让定价领域所遇到的各种问
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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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期资料：为您准备转让定价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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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定价调查防御：从调查前中后
三个阶段出发，为您提供一整套调
查防御方案，帮助您准备提交资
料，制定应对策略，以及协助您与
税局协商和谈判；
预约定价安排：为您提供最有效、
最灵活的转让定价方案，帮助您应
对预约定价安排事宜；
其他：帮助您申请成本分摊协议、
准备资本弱化文档以及与企业重组
相关的转让定价和税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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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