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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第 46 号公告，明确国别报告信息交换有关事项 
 
 

46 号公告的提出 

2017 年 1 月 1 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将

在中国正式启动执行，为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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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42 号公告”）与《公约》的衔

接工作，2017 年 12 月 22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46 号公告，明确 42

号公告第七条和第八条的规定，不适用于 2016 年度的国别报告。 

“公约”的背景介绍及中国的签署 

 “公约”是由欧洲委员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联合

制定，于 1988 年 1 月 25 日提供给其成员国签署的一项多边协议。“公

约”旨在促进税务机关之间的国际合作，在尊重纳税人基本权利的同时，

提高税务机关应对逃税和避税的能力，从而确保国家税法得到充分的实

施。 从税务合作和信息交流角度而言，“公约”是现有最全面的多边工

具。它提供了国家之间在税务评估和征管方面所有可能的行政合作形式。

合作形式具体包括自发性信息交换、同期税务检查、境外税务检查、文

书送达、追索协助和保全措施以及信息自动交换。该公约还可以促进各

国税务机关进行联合调查。  

“公约”于 2010 年进行了修订，使其信息交换条款与国际标准协调一

致。此外，允许任何国家成为“公约”的缔约方。“公约”于 2011 年 6

月 1 日修订完成并供签署。截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共有 116 个国家

签署了“公约”。中国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签署该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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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46 号公告的解读 

在 2016 年度发布的 42 号公告中，将“公约”中的信息交换明确写入对

国别报告的相关事项条款中。其中，42 号公告第七条规定税务机关可以

按照我国对外签订的协定、协议或者安排实施国别报告的信息交换。而

第八条则明确了税务机关在未能通过信息交换获得国别报告的情况下，

可以在实施特别纳税调查时要求企业提供集团国别报告。 

对此，国际税务司对 46 号公告做了以下具体解读： 

• 对于属于中国居民企业的跨国企业集团最终控股企业，如果企业达

到了 42 号公告的要求，即所属跨国集团 2016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

的各类收入金额合计超过 55 亿元，则需要准备并按时向主管税务机

关保送国别报告。在此情况下， 根据 46 号公告的要求，中国税务机

关将不会对企业报送的 2016 年度国别报告实施信息交换。 

• 对于在华投资企业，且所属的跨国企业集团按照相关国家规定准备

了国别报告的情况，根据 46 号公告的要求，中国税务机关将不会在

实施特别纳税调查时要求企业提供集团 2016 年度的国别报告。但是，

如果企业符合 42 号公告中准备关联交易同期资料的条件，仍然应当

准备关联交易同期资料，并在中国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查时按

照税务机关要求提供。 

“公约”背景下中国对于国别报告国际交换的现状 

在“公约”的大背景下，截至 2017 年 12 月 19 日，全球已有 68 个国

家签署了《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MCAA）。中国

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签署该协议。就目前中国国别报告交换的进程而

言，对于 2016 年度的国别报告，中国尚未与其他国家正式启动《转让

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对于 2017 年度的国别报告，由

于中国已经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三国启动了该

协议，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与上述三国就企业集团 2017 年度的国别报告

进行交换。 

毕马威观察 

46 号公告明确了中国税务机关对企业报送的 2016 年度国别报告不做信

息交换的规定。展望未来，随着国别报告立法国家数量逐年增加，各国

立法要求逐步明确，建议跨国企业，一是特别关注各国国别报告立法的

最新情况，确保国别报告披露内容的准确性、完整性，有效避免集团在

跨国运营层面及转让定价政策方面的相关风险；二是特别关注中国和其

他国家国别报告的申报要求以及信息交换的最新进程，确定最为适合的

国别报告申报方式，有效规避未能及时申报、不完整申报可能带来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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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需要注意的是，在与中国尚未正式启动《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

边主管当局间协议》或者不会进行信息交换的国家，企业仍然有义务按

照相关国家法律进行国别报告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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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維強
电话：+852 2143 8785
david.siew@kpmg.com

施礼信 (Murray Sarelius)
电话：+852 3927 5671
murray.sarelius@kpmg.com

谭培立 (John Timpany)
电话：+852 2143 8790
john.timpany@kpmg.com

王磊 (Lachlan Wolfers)
电话：+852 2685 7791
lachlan.wolfers@kpmg.com

许昭淳
电话：+852 2685 7815
daniel.hui@kpmg.com

杨嘉燕
电话：+852 2143 8753
karmen.yeung@kpmg.com

叶盛欣
电话：+852 3927 5572
erica.chan@kpmg.com

钟国华
电话：+852 2685 7559
adam.zhong@kpmg.com

周敏晶
电话：+852 2685 7454
eva.chow@kpmg.com

Alexander ZEGERS
电话：+852 2143 8796
zegers.alexander@kpmg.com

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mailto:taxenquiry@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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