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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七月

OECD发布2017版转让定价指南

2017年7月10日，OECD发布了2017年版《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OECD转让定价
指南》（以下简称“2017版转让定价指南”）。

OECD转让定价指南为“独立交易原则”的应用提供了指引，即关联企业跨境交
易的定价在所得税方面的全球共识。2017版OECD转让定价指南主要引入了
OECD/G20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做出的更新，其在2010版转
让定价指南的基础上，将如下调整整合其中：

• 2015年BEPS第8-10项行动计划报告《确保转让定价结果与价值创造相匹配》
和第13项行动计划报告《转让定价文档和国别报告》所做出的实质性修订；

• 根据2015年BEPS第8-10项行动计划报告和第13项行动计划报告，对第9章中
企业重组相关的指引进行修订；

• 将2013年的修订版安全港指引引入2017版转让定价指南；

• 其他为确保2017版转让定价指南的前后一致性所做的更新。

此外，2017版转让定价指南还囊括了OECD理事会对关联企业转让定价的确定相
关的建议的修订。这些修订后的建议对处理BEPS问题及BEPS包容性框架的建立
都有所帮助。该转让定价指南还提倡非OECD成员国也遵循这些建议，从而增加
了其在OECD成员国范围之外的影响力和相关性。

转让定价领域的专家对2017版转让定价指南提出如下初步观点：

• 除了在OECD BEPS第8-10项行动计划以及第13项行动计划的最终报告中提出
的更新外，在此版指南中并无实质性修改内容。

• 2017版转让定价指南的正式发布可能提高其在部分税收管辖地的法律地位，
不过这取决于各国最终决定在本地法律中体现OECD更新的程度。

• 此次修订版更新不包含即将做出的对第二章利润分割指引的更新。该更新讨
论稿曾于2017年6月22日发布。【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六期，
二零一七年七月）》】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公司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oecd-transfer-pricing-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tax-administrations-20769717.htm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aligning-transfer-pricing-outcomes-with-value-creation-actions-8-10-2015-final-reports-9789264241244-en.htm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transfer-pricing-documentation-and-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action-13-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480-en.htm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Revised-Section-E-Safe-Harbours-TP-Guidelines.pdf
http://www.oecd.org/tax/beps/beps-about.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www.oecd.org/tax/oecd-releases-latest-updates-to-the-transfer-pricing-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tax-administra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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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中国不是OECD成员国，其国内转让定价法规无需强制性遵从OECD转让定
价指南，但是中国近几年的转让定价相关法规采纳了许多BEPS转让定价条款。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6月及9月先后发布了两份关于BEPS转让定价更新在
中国落地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2号）【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
总局发布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二十三
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
年第64号）【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预
约定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二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十月）】

OECD税收协定范本更新

2017年7月11日，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发布税收协定范本2017年更新草案（以
下简称“2017年更新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意见征集日期2017年8月10日截
止。

该征求意见草案仅包含之前未公开征集的事项，主要变动如下：

• 对范本注释文件第4条第13段的更新：为符合第4条第（2）a款中的“打破平
局规则”，是否将向非关联方出租的房产视为房东的“永久性住所”的相关
问题。

• 对范本注释文件第4条中第17、19条及附加的19.1段的更新：更新条目主要为
明确第4条第（2）c款中“打破平局规则”对于“日常住所”的定义。

• 对范本注释文件中第5条附加的第1.1段的更新。该段表明，为增值税或商品
和服务税而进行的登记，与常设机构定义的应用与解释无关。

• 删除第10条2(a)分段中的括弧注释“（合伙企业除外）”。删除该注释是为
了确保第10条2(a)分段所提及的股息，在2017年更新草案的第1条第（2）款
中，能实现由于支付给透明实体股息的税款应由该实体或其实体成员缴纳，
则该笔股息将被视为缔约国居民的所得，且股息来源国可适用协定低税率。
此外，相应新增解说第10条第11、11.1段。

经批准列入BEPS行动计划的OECD税收协定范本更新作为BEPS税收协定相关计
划的后续工作，以及/或者曾经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不属于征求意见的部分。
该部分更新具体包括：
• 第2项行动计划《消除混合错配安排的影响》、第6项行动计划《防止税收协

定优惠的不当授予》、第7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和第14
项行动计划《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的更新，以及这些行动计划的后续更
新。

• 范本注释文件第5条的更新，涵盖BEPS第7项行动计划对第5条的应用与解释
的更新。早前根据2017年前对范本注释文件第5条的更新版本而指定的议案，
最初以 2011年10月讨论稿的形式发布，并于2012年9月7日在公开商讨会上
进行讨论，后续发布于2012年10月修订讨论稿。

• 对第8条的更新，以及相关对第3条（“国际交通运输”定义）1e)分段与第15
条（对国际交通运输中关于船舶、飞机工作人员的税收问题）第3段，以及对
于第6、13及22条的后续更新。这些更新曾通过2013年11月讨论稿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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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alert-28.html
http://www.oecd.org/tax/neutralising-the-effects-of-hybrid-mismatch-arrangements-action-2-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138-en.htm
http://www.oecd.org/tax/preventing-the-granting-of-treaty-benefits-in-inappropriate-circumstances-action-6-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695-en.htm
http://www.oecd.org/tax/preventing-the-artificial-avoidance-of-permanent-establishment-status-action-7-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220-en.htm
http://www.oecd.org/tax/making-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s-more-effective-action-14-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633-en.htm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48836726.pdf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oecdmodeltaxconventionreviseddiscussiondraftonthedefinitionofpermanentestablishment.htm
http://www.oecd.org/ctp/treaties/oecd-consults-on-mtc-changes-re-international-traffic.htm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oecd-releases-draft-contents-2017-update-model-tax-convention.htm?utm_source=Adestra&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Read%20the%20full%20news%20release&utm_campaign=Tax%20News%20Alert%2011-07-2017&utm_term=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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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25条第5段的更新，以及相关对范本注释文件附录中“仲裁相互协商样本”
的更新和修改。这些更新的目的是体现2016年11月24日被采纳的《落实防范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与税收协定相关措施的多边公约》（《多边公
约》）提出的相互协商程序仲裁条款。

• 上述2017年更新内容所要求的后续更新。基于对OECD范围内外各国的更新、
保留意见以及诸方立场的考虑，2017版税收协定范本将涵盖许多更新与附加
条款。

基于对OECD范围内外各国的更新、保留意见以及诸方立场的考虑，2017版税收
协定范本将涵盖许多更新与附加条款。

* 虽然中国不是OECD成员国，但OECD税收协定范本及其注释一直以来都被视为
执行税收协定过程中的重要参考，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税收协定执行
的重要文件国税发【2010】75号即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OECD税收协定范本注释。

另外，2017年6月7日，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或正式表达了
签署新的多边公约的意愿，以更新其税收协定网络。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
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中国签署<多边公约>，落实BEPS改革》（第十九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三期，二零一七年六月）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
试点政策的通知》

2017年7月1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点政策
的通知》（财税 【2017】58号，以下简称“58号文”），就营改增试点期间建
筑服务以及金融机构开展贴现、转贴现业务相关税收政策进行了明确。主要包括
如下内容：

文号：财税【2017】58号
发文日期：2017年7月11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1日、
2018年1月1日

相关行业：建筑服务业、金
融保险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建筑服务

（自2017年7
月1日起执行）

• 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为房屋建筑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
提供工程服务，建设单位自行采购全部或部分钢材、混凝
土、砌体材料、预制构件的，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 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取得预收款，应在收到预收款时，以
取得的预收款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后的余额预缴增值税。适
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项目预征率为2%，适用简易计税方
法计税的项目预征率为3%。

• 纳税人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将承包
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

金融机构贴现、
转贴现业务
（自2018年1
月1日起执行）

• 金融机构开展贴现、转贴现业务，以其实际持有票据期间
取得的利息收入作为贷款服务销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
（财税【2016】36号给予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的转贴现业
务的免税待遇同时废止。）

• 此前贴现机构已就贴现利息收入全额缴纳增值税的票据，
转贴现机构转贴现利息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148159/content.html
http://www.oecd.org/tax/treaties/beps-mli-signatories-and-parties.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alert-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9620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4393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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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监管问答——关于享受税收试点政
策的创业投资基金标准及申请流程》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
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8号，以下简称“38号
文”），明确了试点地区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
型企业，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前提下，可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同时
规定，享受该税收试点政策的创业投资企业需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规定或《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证监会令第105号）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
规范运作。【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第二十三期，二零一七年六月）】

2017年7月7日，证监会发布《私募基金监管问答——关于享受税收试点政策的创
业投资基金标准及申请流程》，明确了创投基金可享受上述税收试点政策的标准，
具体包括：

• 创业投资基金实缴资本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或者首期实缴资本不低于
1000万元人民币且全体投资者承诺在工商注册后5年内实缴资本不低于3000
万元人民币；

• 创业投资基金存续期限不短于7年；

•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团队有至少3名具备2年以上创业投资或者相关业务经验的
人员负责投资管理运作；

• 创业投资基金对单个企业的投资金额不超过该创业投资基金总资产的20%；

• 创业投资基金未投资已上市企业，所投资未上市企业上市（包括被上市公司
收购）后，创业投资基金所持股份的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不在此限；

• 创业投资基金未从事担保业务和房地产业务。

创业投资基金符合相应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于每年4月底前，向其注册地中
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详见38号文所附申请表），并提交其他相关材
料。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在收齐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为符合条件的申请机
构出具享受创业投资企业税收试点政策的年度证明材料，据此享受相关税收优惠。

*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影响，您可
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可享税收
优惠》（第十五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7月7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相关行业：创业投资行业
相关企业：私募基金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
个人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 关于营改增新政中建筑服务及金融服务的有关政策内容及其影响，您可以通过
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内容：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资管产品增值税细则给予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期，二
零一七年七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alert-15.html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26/201707/t20170707_320092.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alert-12-china-vat-reform-policy.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7/china-tax-alert-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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