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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分摊协议的规范管理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

•

•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发布的《关于规
范成本分摊协议管理的公
告》（以下简称“第 45 号
公告”）
《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
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2
号文”）第六十九条对成本
分摊协议行政管理的相关
规定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6月16日发布《关于规范成本分摊协议管理的公告》
（以下简称“第45号公告”）。该公告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简化行政流程，并通过加强后续管理，以达到
规范成本分摊协议管理的目的。
第45号公告主要针对原《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2
号文”）第六十九条对成本分摊协议行政管理的相关规定，并在此基础上
做出如下更新：
•

简化流程，取消“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制
原2号文第六十九条规定，“企业应自成本分摊协议达成之日起30日内，
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第45号公告取消了原来向国家税务总局备
案的规定，而要求“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成本分摊协议副本。”

•

新增附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的要求
由于企业与其关联方签订（变更）成本分摊协议，即意味着与其关联
方发生了关联业务往来，因此，第45号公告要求，签订成本分摊协议
的企业，无论该协议执行与否，均应在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
就其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附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
务往来报告表》。

•

加强后续管理，取消“审核判定”制
原2号文第六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判定成本分摊协议是否符合独立
交易原则须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审核”。第45号公告取消了原来由税务
机关对成本分摊协议的审核以及判定其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规
定，明确了通过加强后续管理，来进行调控和规范管理。

新增附送《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
报告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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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我们从实践经验中总结了以下对第45号公告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对未来成
本分摊协议管理的发展趋势的理解：
•

前置程序简化，后续管理加强
第45号公告出台的背景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的决定》，因而其取消对于“备案”和“审核”机制的规定，很
大程度上是顺应国家行政管理松绑的大趋势。但是这个机制的转换，
实质上会带来税务机关把精力放在事后的管理和调查。
因此，在实务操作中，企业如果想要取得执行成本分摊协议的确定性，
仍然需要通过某些方式与税务机关沟通并达成一致，例如，申请预约
定价安排这种方式。而目前，企业申请预约定价安排都需经过主管税
务机关的审核，并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审定。

•

强调“独立交易原则”和“成本收益匹配原则”
第45号公告强调了成本分摊协议应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和“成本收益
匹配原则”。然而，第45号公告并未就如何判断“独立交易原则”和“成
本收益匹配原则”进行展开和定义。
目前，经合组织BEPS行动计划草拟的对于成本分摊协议的讨论稿正
在进一步讨论和定稿中。未来中国对于成本分摊协议的管理会与
BEPS成本分摊协议形成的最终建议相一致，还是有所不同，尚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

•

遗留问题尚待解决
第45号公告仅强调了两大原则，但并未对实务操作中的细节问题进行
解释。 例如，对于如何确定 “独立交易价格”，成本分摊费用的营业
税/增值税影响，跨境交易的平衡支付等问题，第45号公告并未给出答
案，实务操作中怎么执行需待进一步解释。

从第45号公告的发布可以看出税务机关对成本分摊协议释放的积极信号。
第45号公告的发布可以看作是税务机关推动成本分摊协议管理工作的决
心和表态。企业在考虑成本分摊协议时，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做
足充分的准备，并与税务机关进行积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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