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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更多国家交换国别报告信息，将减轻走出去企业税收遵从
负担

2018年11月9日，OECD公布了最新的全球国别报告实施及交换进展。其

中， 中国与44个国家启动了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此举扩大了中国现

有的与英国、法国及德国间的国别报告信息交换网络，表明中国承诺将

全 面 参 与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 “OECD” ） 税基 侵 蚀 和 利 润 转 移

（“BEPS”）行动计划，并满足BEPS的“最低标准”。同时，对于走

出去企业而言，中国更为广泛的国别报告信息交换网络也意味着更多企

业可以避免在各国当地提交国别报告，将减轻企业的全球税收遵从负担。 

背景 

根据OECD及20国集团（“G20”）于2013年启动的BEPS行动计划，通

过提高税收透明度并向税务机关提供充分的信息，可以协助税务机关评

估总体转让定价和税务风险，有效解决BEPS相关问题。 

BEPS第13项行动计划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国别报告年度报告模板，其中列

示了跨国企业在发生业务的每个税收管辖区的年度经营信息，包括收入、

利润、税收、人员、资产信息等。作为包容性框架成员，47个税收管辖

区于2016财年开始引入跨国公司国别报告申报义务。目前，共计约70个

参与包容性框架的税收管辖区已引入国别报告申报义务。 

国别报告的交换是BEPS四项最低标准之一，所有参与包容性框架的税收

管辖区成员均需要执行。各辖区间启动国别报告信息交换有以下三个法

律基础： 
1. 《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包括《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

间协议》；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2015 年 10 月 发 布 的

OECD BEPS第13项行

动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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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号公告”) 

•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

相 互 协 商 程 序 管 理 办

法〉的公告》(“6号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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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双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3. 双边税收情报交换协议。

截至2018年11月，全球各税收管辖区已经启动了超过1,900个国别报告双

边交换关系，并于2018年6月完成了首次国别报告自动交换。这些启动的

交换途径包括：在签署国别报告《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的74个成员

之间的交换；在欧盟理事会第2016/881/EU号指令下的欧盟成员国之间

的交换；以及在双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双边税收情报交换协议下进行

的交换，包括40个与美国签订的双边交换协议。 

自BEPS第13项行动计划发布以来，各税收管辖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国

别报告的填报及信息交换建立了必要的国内法规、信息交换平台及其他

行政管理规定，以满足BEPS第13项行动计划的最低标准。各税收管辖区

持续就国别报告信息交换进行磋商，OECD也将定期发布最新情况，为跨

国集团和税务机关提供详细说明。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与以下44个国家启动了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包

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

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

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

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

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浦路斯、新加坡、斯洛伐

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其中罗马

尼亚和塞浦路斯两个国家只向中国发送信息而不需要接收中国信息。据

悉，中国将于2019年首次对2017财年的国别报告信息进行交换。 

毕马威洞察 

目前，全球有53个国家存在国别报告本地提交的要求。中国启动更多的

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意味着我国走出去企业可以避免在各国当地提

交国别报告，将减轻企业的全球税收遵从负担。跨国企业应密切关注与

企业海外运营国家相关的国别报告信息交换的最新动态，制定有效的国

别报告填写与申报策略。 

与此同时，更为广泛的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也意味着更多的信息将被

交换到外国税收管辖区内。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取得的国别报告信

息将被纳入税务机关的风险监控管理系统，预计这将在未来引发更多的

税务风险评估。跨国企业应谨慎对待国别报告填报义务，确保国别报告

能够真实公允地反应其集团的财务和运营状况，并严格审查其国别报告

数据中可能突显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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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有的潜在风险，跨国企业应采取适当行动降低风险，包括在转让

定价同期资料文档中提供进一步支持资料或者考虑运营架构重组及全球

转让定价政策的再造，包括改善薄弱环节的经营实质，逐步缩减不合规

的运营结构，重组某些交易以符合法规要求等。跨国企业应在规范全球

运营架构和全球转让定价布局的基础上，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合理安排和

确定各国的转让定价政策，合理确定各国功能、风险、资产和人员的配

备，确保利润分布及税收与价值创造相匹配，从而更好地规避转让定价

风险。在转让定价风险较高的地区，跨国企业还可以通过预约定价安排

等手段合理管控转让定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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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赋能 
   税道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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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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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