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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发布公众咨询文件，国际税收新规则更多细节显露 

背景 

2019年10月9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

公众咨询文件，旨在就拟议的 “统一方法（unified approach）” 征求

意见，该统一方法将对国际税收规则进行全面改革。各方应于2019年11

月12日之前提交反馈意见，以便在11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咨询会议上进

行讨论。 

统一方法详述了一个新的税收联结度规则，在该规则下，即便外国企业并

未在市场国设立任何物理存在，市场国也能对其征税。统一方法还引入一

项新的公式法以进行利润归属。统一方法是OECD秘书处和包容性框架指

导小组为了弥合美国、英国和印度2019年初提出的三项提案的差距而努

力工作的成果，以期2020年之前能达成全球共识。鉴于新规则将对跨国

企业的全球架构、供应链和商业模式产生影响，中国工商业界需在此阶段

明确表达其所关切的问题和诉求。 

统一方法  

正如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2019年第7期和2019年第17期中所述，

OECD于2019年5月31日发布了《工作计划》，在该《工作计划》的指导

下，各工作组正就新规则（支柱一下的新联结度和利润归属规则，以及支

柱二下的全球最低税规则）的设计开展技术层面的工作。同时，包容性框

架指导小组（由部分包容性框架成员组成，包括一些大型经济体，以及其

他国家的代表，如小型开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与OECD秘书处密

切合作，以便就支柱一达成政治协议，目前这一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为此，

秘书处提出了统一方法，该统一方法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秘书处关于统一方法的提

案（支柱一）—公众咨询文

件》，2019年10月9日发布

于OECD网站。 

• 《工作计划——旨在制定应

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

战的共识解决方案》（以下

简称《工作计划》），

2019年5月31日发布于

OECD网站。 

• 《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

收挑战——公众咨询文

件》，2019年2月13日发布

于OECD网站。 
 

中国税务快讯 
 
第二十九期  二零一九年十月 

https://home.kpmg/cn/zh/home/insights/2019/02/china-tax-alert-07.html
https://home.kpmg/cn/zh/home/insights/2019/06/china-tax-alert-17.html


© 2019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 联结度：将设定一个主要基于销售收入的门槛，以确定市场国是否有

权对规则范围内的企业征税。这一收入门槛可能与市场规模（即GDP）

相关。对于高度数字化的企业，收入可能来源于用户所在地（例如社

交媒体）。 

新的联结度规则将被设计为税收协定中一项新的、“独立的”条款，

即与现有协定中的第五条“常设机构”（基于物理存在）相互独立。

联结度门槛将适用于跨国企业的集团层面，并需要使用特定的机制，

以通过第三方中间商/平台对供应进行“追踪”。 

- 范围：新规则针对面向消费者的大型企业。销售知名商品的企业、特

许经营商以及高度数字化的企业都可能被纳入新规则的范围之内。但

新规则涵盖的具体行业尚未明确，排除在范围之外的行业（如采掘业、

金融服务等）也有待确定。OECD的咨询文件中提到了7.5亿欧元的全

球收入门槛，但最终敲定的门槛值可能与此不同。 

- 利润分配：向市场国（包括在市场国的子公司）分配的利润共包括三

个要素，分别是金额A、金额B和金额C： 

o 金额A从跨国企业集团合并报表出发，将跨国企业一部分“剩余利

润”（即超出“常规利润”的部分）分配至市场。将使用一系列简

化指标来确定常规利润额（例如，全球收入的X％）、需分配给市

场的剩余利润的百分比、以及在各市场国之间的分配参数（例如，

各个国家销售额所占比例）。 鉴于七国集团（G7）于7月发表了关

于向数字企业合理征税的声明，各方也在关注应如何对金额A进行

设计，以确保分配至市场的利润额能如实反映跨国企业在该市场内

所进行的数字化/用户参与的程度。这些简化指标将通过谈判确定，

在这一过程中，对税收收入所受影响而进行的经济分析将发挥关键

作用。 

o 金额B将为市场国内基于物理存在的、“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提

供最低回报；但目前尚未对此类活动做出明确定义，也未设定具体

的回报率。 

o 在金额C下，若市场内活动所承担的功能超出了金额B的“基本”水

平，则将使用标准的转让定价规则向市场再分配一部分回报。 

需指出，金额A、金额B、金额C的实施均需要强有力的争议预防和解

决机制予以保障，秘书处在文件末尾的意见征询章节中，提到了可能

使用仲裁、国际税收遵从保障计划（ICAP）、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秘

书处也将进一步探讨在金额计算时是否对业务线/区域进行细分。这些

利润分配规则将与传统的定价规则“共存”。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应对经济数字化带来的税

收挑战——政策文档》，

BEPS包容性框架于2019年

1月13日批准，2019年1月

29日发布于OECD网站。 

• 《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

—中期报告》（以下简称

《中期报告》），数字经济

工作组（TFDE）撰写，

2018年3月16日发布于

OECD网站。 

• BEPS第一项行动计划《应

对数字经济化带来的税收挑

战》，TFDE撰写，OECD于

2015年10月5日发布。 
 



© 2019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毕马威观察 

如之前的《中国税务快讯》所述，支柱一下的规则旨在优化国际税收规则

间的平衡。OECD希望向市场管辖区分配更多征税权，同时避免双重不征

税情况的发生。当前，很多国家开始采取单边征税措施（如数字服务税），

基于该情况对国际税收的威胁与日俱增，包容性框架成员国正努力就支柱

一达成一致（尽管许多成员最初持反对态度）。然而，新规则是否会增加

特定企业的税收风险，并增加其税收负担，还将取决于联结度、规则范围

和利润归属规则的最终设计，且与企业的业务模式和具体情况相关。在公

众咨询过程中，企业参与者可以： 

- 寻求对范围规则的明确规定。例如明确排除向企业提供生产活动所需货

物的生产供应商，以及明确排除一般/无差异消费品的供应商。

- 针对下列问题提出意见：业务线/区域的细分、通过中间商“追踪”商

品流向、以及新规则对会计制度、审计标准的影响等。

- 了解金额A下简化指标的具体内容，就金额B和金额C的适用范围提出建

议，并在消除双重征税、亏损处理、以及争议解决和执行机制等方面寻

求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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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国际税收规则的工作现已进入“具体阶段”。迄今为
止尽管许多细节尚待明确，但统一方法中所建议的内容
是目前最为具体的。尽管还不能确定包容性框架管辖区
是否会在2020年达成共识，但11月份的公开咨询会为包括
中国企业在内的工商业界提供了重要机会，企业可以在规
则仍在制定的过程中表达关切并提出意见。 

企业在就支柱一统一方法做出回应时，还应当考虑支柱
二全球最低税收规则同时产生的影响，有关此问题的公
众咨询文档将于11月初发布，并于12月举办公众咨询会。 

为更好地了解新规则对税收管理、会计制度以及对跨国
企业的业务和运营架构的影响，诚挚欢迎您与毕马威的
税务顾问保持紧密联系。 

       并肩赋能 

     税道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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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线负责人

行业、细分市场负责人

政策研究与税务培训

mailto:taxenquiry@kpmg.com

	改革国际税收规则的工作现已进入“具体阶段”。迄今为止尽管许多细节尚待明确，但统一方法中所建议的内容是目前最为具体的。尽管还不能确定包容性框架管辖区是否会在2020年达成共识，但11月份的公开咨询会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工商业界提供了重要机会，企业可以在规则仍在制定的过程中表达关切并提出意见。
	企业在就支柱一统一方法做出回应时，还应当考虑支柱二全球最低税收规则同时产生的影响，有关此问题的公众咨询文档将于11月初发布，并于12月举办公众咨询会。
	为更好地了解新规则对税收管理、会计制度以及对跨国企业的业务和运营架构的影响，诚挚欢迎您与毕马威的税务顾问保持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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