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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管理司（“大企业司”）签订首例定点企业的预约定价安排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
（试行）》

概要
日前，在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司主持下，两户总局定点联系企业成功
与中国税务机关签订单边预约定价安排。这是总局成立大企业司以来
总局定点联系企业最先签订的两个预约定价安排。在此安排中，大企
业司为集团企业处于不同省市管辖下的公司的税务处理获得了一致
的安排，体现了大企业司的服务职能。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在2008年成立大企业司，职责包括承担对大型企业提供
纳税服务工作，包括实施税源监控和管理，组织实施反避税调查及单
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等。大企业司指定了45户总局定点联系企业
（集团）作为服务和管理的对象，其中包括10家外资企业。2009年，
大企业司制定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加强了对大
企业的税收监控和管理。其中跨国企业在关联销售交易中容易因转让
定价调查而造成双重征税，而预约定价则是纳税人避免此项税收风险
的重要手段。
中国预约定价现状
中国在2010年10月发布首部《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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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至2009年中国税务局谈签预约定价安排的案例和有关数据。报
告中详细阐述了预约定价此项业务对于企业及税务局的优势。
此报告
显示了近年来税务局在预约定价方面的资源配置的增加，可能预示中
国单边及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相关的活动将有所增加。
本次预约定价安排的特点
本次签订的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企业是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其中涉及
的关联交易额及税金远比一般企业大。
毕马威观察
在预约定价的谈签过程中， 企业可以与税务局讨论对未来一些特别
的交易的税务处理方法，税务局对这种讨论一般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一般单边预约定价的谈签工作主要由地方主管税务机关去完成, 并将
结果报送国家税务总局审批。如果同一个集团位于两地的子公司同时
申请预约定价，即便其交易类型、承担的功能及风险等十分相似，其
各自的主管税务机关对其预约定价谈签时所使用的方法、可比企业的
选取、数据使用的年度以致利润区间等都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在这种
情况下，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可以提请总局大企业司参与协调以减少地
方性差异。
中国大部分的税务机关目前对纳税人申请预约定价持鼓励的态度，希
望藉此可以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这种机制，使企业的一些在税
务上存在高风险或不确定性的交易能够在与税务机关的充分讨论下
获得更大的确定性，保障企业在税收成本可预测的情况下持续经营。
另外，对于税务机关及地方政府来说，预约定价安排鼓励企业在当地
长远发展，有助于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因此容易达成税企双赢的局
面。
据非官方渠道的统计，中国税务局目前已经受理的预约定价申请达数
十户之多。有迹象表明，随着大企业服务和管理的完善，大企业司主
持下谈签的预约定价安排的数目将会增加。这是大企业提高税收风险
控制的一种有效途径。参加本次签约的税务总局官员表示，本次两例
预约定价安排的签订，既保证了税收管理的统一性，又降低了税法遵
从的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将进一步探索总局统筹、分级负责、税企紧
密合作防控税务风险的大企业管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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