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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国税局反避税工作最新动向：液晶、电池、通讯及相关行业将
受到关注
本期快讯讨论的概要:
•

江苏省国税局近日举行了反避
税高级研修班结业典礼，并明
确了未来江苏省反避税工作方
向

背景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省国税局”）由全省反避税工作人员
中选取21名业务骨干人员，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
反避税高级研修班（以下简称“高研班”）。高研班的内容主要围绕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章节，
并结合全球最新转让定价动态与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展开。培训讲师大
多来自毕马威等国际知名事务所。2011年8月16日省国税局于南京举
行了高研班结业典礼。省国税局领导在与毕马威等国际知名事务所交
流时，介绍了未来江苏省反避税工作方向。
江苏省反避税工作方向

•

加强转让定价理论知识培训，增进地区间交流

省国税局表示21名反避税专业人员是省国税局反避税工作的骨干精
英。省国税局将继续投入相关的后续教育，以组成一支高质量的反避
税专业队伍。省国税局期望反避税专业人员将其所学知识应用到工作
中，并向其他反避税工作人员传授相关知识，以求进一步提高江苏省
反避税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水平。省国税局要求各地方国税局领导可以
为反避税专业人员跨地区工作与交流提供便利通道，以便于反避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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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间进行定期工作交流。省国税局亦将增进与国际事务所之间的
信息沟通，跟踪中国境内外的最新转让定价研究进展。省国税局还要
求反避税专业人员可以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转让定
价理论。

•

加大行业联查力度，拓展调查范围

省国税局表示在今后的反避税调查中不仅要调查重点户，还要对行业
进行全面分析，寻求不同的解决途径，以解决包括税收征管等多方面
问题。具体操作上，将由省国税局牵头，进行省内跨地区合作，推行
专业小组集体会审制度。省国税局还特别举行了针对液晶、电池以及
通讯3个行业的工作布置会。
省国税局还表示将关注境内关联交易规模较大企业、“走出去”企业、
股权转让企业的转让定价问题，以及行业供应链中利润分配情况。

•

审阅同期资料，展开功能风险专项调查

省国税局将对省内2000多户企业的转让定价同期资料进行审阅，重点
关注企业在关联交易中功能风险定位问题。对同期资料中功能风险定
位与企业自身描述出现矛盾的问题企业进行约谈，给予警告甚至展开
反避税调查。同时，省国税局也将关注企业在供应链整合前后的功能
变化情况。

•

愿意接受行政复议

省国税局希望通过多种途径来解决转让定价问题，其中省国税局强调
愿意接受企业提出行政复议。省国税局将秉持公正、透明的原则来处
理企业提出的行政复议。
毕马威观察
作为一直处于中国境内转让定价工作成绩领先的江苏省国税局，其转
让定价管理上的措施，可能也会被其他地方的税务机关效仿。因此，
无论是否在江苏省辖内有开展关联交易的企业，都应该关注和重视江
苏省国税局的动向。传统上江苏省国税局就非常重视反避税工作，其
未来反避税工作的方向也基本体现了国税函[2011]167号文《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2010年反避税工作情况的通报》的精神。我们可以预期江
苏省国税局及其各级下属机构将进一步加强反避税调查的力度。

•

行业联查

我们建议江苏省内液晶、电池、通讯及其相关上下游企业积极审视其
关联交易模式、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实施情况，以规避潜在的转让定
价调查风险。同样，考虑到江苏省内的联查也可能会波及全国，因此
我们亦建议全国相关行业的企业也能做好同样的准备。

•

同期资料与功能定位

我们在与江苏省国税局官员的交流中发现其对辖内企业同期资料准
备的状况不尽满意，尤其是对功能风险分析部分的不详实描述表示担
忧。我们建议企业在准备同期资料时要对功能风险分析部分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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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以避免企业定位与其他描述出现矛盾（例如，简单合约加
工企业申请了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建议企业注意其功能与风险的承
担，以及利润水平与其功能风险定位的匹配。

•

转让定价调查新领域

我们建议境内关联交易规模较大的企业，如尚未准备转让定价同期资
料，可以考虑通过准备转让定价同期资料，审视其关联交易的合理性
问题，商讨解决方案，减少转让定价风险。针对“走出去”企业，我
们建议在其国际扩张或上市过程中，需同时考虑转让定价问题，降低
潜在风险的发生概率并提高税务效率。同样，我们也建议股权转让企
业能够从转让定价角度出发对其交易进行合理性分析评估，以求规避
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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