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满足海关及税务部门的要求，拥有大量关联交易的跨国企业（以下简称
“企业”）会时刻关注海关估价与转让定价之间的互动。目前，各国的海
关及税务部门对企业的关联交易调查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因此对于企业来
说，确定一个被海关及税务部门双方都能接受的转让定价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世界海关组织(以下简称“WCO”)于 2015 年 6 月发布了关于海关估价及转
让定价的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的发布显示了 WCO 与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这两大组织正不断加强合作共同
管理跨国公司转让定价。该指南汇总了现行海关估价及转让定价的相关制
度，并对海关估价过程中如何使用转让定价文档提供了指引。虽然指南没
有提出新的理念，但是却鼓励海关和税务部门加强合作和信息互换。 同时，
指南还建议企业在准备转让定价的相关文档时，应同时考虑海关的要求。 

在本文中，毕马威国际贸易及海关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相关的分析，协助
企业理解指南对企业在中国业务可能带来的影响。 

指南的主要内容 

WTO 估价协定相关内容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第七条规定了如何审定进
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所有 WTO 的成员国必须遵守该协定的相关规定。该
协定强调了如果进口方能够证明关联交易价格未受到特殊关系的影响，海
关应当接受该价格。通常，海关是用两种方式（销售环境和价格测试）来
审定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受到了特殊关系的影响。另外，指南还介绍了需要
包括在实付或应付关联交易价格内的调整项目，如佣金、特许权使用费及
协助费。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果海关拒绝接受关联交易价格，海关可
以使用相同、类似货物成交价格方法、倒扣价格方法、计算价格方法和合
理方法进行测试，以决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海关估价及转让定价的指南》发布： WCO 迎来与 OECD
加强合作的新局面 

中国税务快讯 

 
第二十期  二零一五年八月 

 

© 2015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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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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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实务简介 

转让定价的法律框架主要由国内法规、税收协定、OECD2010 年转让定价
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2013 年联合国转让定价手册组成，这些法
律框架对公允合理的原则提供了指南。当判断两个进行对比的交易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时，通常五个可比因素(产品或服务特征、功能分析、合同条款、
经济情况及商业战略)需要被重点考虑。类似于协定中的其他估价方法，共
有五种转让定价的方法可以用来测试“关联交易价格是否符合公允合理的
原则”。指南还介绍了两种机制（预约定价安排“APA”及共同协商程序
“MAP”），这两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和解决企业与税务部门之
间的争议。 

如何在海关估价中运用 OECD 文件  

从相似性角度来说，海关估价与转让定价都是为了确保关联交易价格与基
于一般商业条件下非关联方谈判达成的价格保持一致。海关主要是考虑关
联交易价格是否受到了关联双方特殊关系的影响，而税务部门主要是寻求
公允合理原则以确保不同企业的合理利润。比如，WTO 的倒扣价格法与
OECD 的再销售价格法相似， 而 WTO 的计算价格估价方法也与 OECD 成
本加成法相似。 

由于相似性的存在，指南建议海关可考虑使用转让定价相关文档来审定关
联交易价格，从而可以使企业节省为准备提交给海关的相关资料所花费的
时间等成本。但是，海关参考转让定价文档的主要挑战在于海关是关注单
个产品的毛利水平，而税务部门则是关注企业的整体盈利情况。另外，海
关和税务部门在关注时间跨度及其他因素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海关在实践中如何应对转让定价调整 

指南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中国海关在实践中处理估价问题。
根据 OECD 的数据显示，在 1994 年约有 4 个国家有关于有效转让定价文
档的规定，而截至 2014 年国家数量已增至 80 个。 

如果企业主动要求进行转让定价的调整，并且价格调整已记录在账，相关
单据已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从海关估价层面来看，由于转让定价的调整
对进口货物的实付或应付价格产生了影响，因此建议企业向海关进行自查
自报。 

理论来说，如果转让定价上调，企业应该向海关补缴税款；反之，如果转
让定价下调，企业应从海关退到多缴的税金。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国
家的海关可以接受企业转让定价的上调申请或下调申请，而一些国家的海
关仅接受转让价格的上调申请，不受理下调申请（可能发生退税）。这种
全球范围内海关对于价格调整处理上的不一致，引发了企业的高度关注。 

毕马威观察 

对于企业在中国面临海关估价和转让定价问题时，指南从以下几个方面提
供了参考： 

 增加确定性 

指南鼓励全世界海关在审定关联交易中特殊关系是否影响了成交价格
时，可以参考 OEC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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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实务经验与观察，中国海关不太愿意参考转让定价资料，
因此指南的出现，可以有助于说服中国海关在审定关联交易价格时参
考转移定价文档（特别是同期文档）。 

 提高效率 

如指南所提到的，为了实现信息与技能的互相交换和共享目的，很多
国家的海关已与税务部门建议了沟通渠道（比如合作小组、定期会议) 。
这种沟通机制有利于形成协调一致的环境，使企业在面临来自海关与
税务部门的调查时，可以同时满足海关和转让定价的要求。但是截至
目前，中国海关与税务部门尚未建立起这样的沟通渠道。  

如果中国海关和税务部门考虑采纳指南中的相关意见，我们可期待这
两个机构将会提高效率，使企业在解决海关估价与转让定价的问题上
受益。 

 增加海关合规性要求 

如指南所介绍，海关与税务部门的互通互动在另外一方面也会对合规
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企业在考虑贸易合规时，需要同时从海关估
价与转让定价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筹划。 

 提高价格调整的可操作性 

如上所述，指南分享了不同国家对于价格上调及下调的实际处理情况。
在中国，目前海关仅考虑接受价格上调的价格调整申请，而对于价格
下调（发生退税）的价格调整申请，一般来说不会受理。 

我们期待中国海关不久可能会改变想法，考虑受理企业对于价格下调
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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