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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16年6月29日發佈《關於完善關聯申報

和同期資料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國家稅

務總局公告2016年第42號）之後，大陸國家

稅務總局於2017年3月28日印發《特別納稅

調查調整及相互協商程序管理辦法》（國家

稅務總局公告2017年第6號，以下簡稱6號

文），整合大量現行法規以及最新查核實

務，顯示未來大陸在轉讓定價的查核範圍將

更明確、廣泛，新辦法將自2017年5月1日開

始實施。

6號文主要內容

6號文主要融合以下方面之內容：1）BEPS

行動計畫；2）《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

（試行）》（國稅發【2009】2號）；3）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加強轉讓定價跟蹤管理

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9】188

號）；4）《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強化跨境關

聯交易監控和調查的通知》（國稅函

【2009】363號）；5）《國家稅務總局

關於特別納稅調整監控管理有關問題的公

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4年第54號）；

6）《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企業向境外關聯方支

付費用有關企業所得稅問題的公告》（國家

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16號）等。

特別納稅調查及調整

− 企業自行調整補稅

•按基準利率加收利息：企業於收到特別

納稅調整風險提示，或者發現自身存在

特別納稅調整風險的，可以自行調整補

稅，企業自行調整補稅且主動提供同期

資料等有關資料，或者按照有關規定不

需要準備同期資料但根據稅務機關要求

提供其他相關資料的，其2008年1月1日

以後發生交易的自行調整補稅按照基準

利率加收利息，不再另外加收5個百分

點。

•不免除特別納稅調查調整權：對於做出

自行調整的企業，稅務機關保留實施特

別納稅調查及調整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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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關注具有以下風險特徵的企業

•關聯交易金額較大或者類型較多

•存在長期虧損、微利或者跳躍性盈利

•低於同行業利潤水準

•利潤水準與其所承擔的功能風險不相匹

配，或者分享的收益與分攤的成本不相

配比

•與低稅國家（地區）關聯方發生關聯交

易

•未按照規定進行關聯申報或者準備同期

資料

•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

投資的比例超過規定標準

•由居民企業，或者由居民企業和中國居

民控制的設立在實際稅負低於12.5%的

國家（地區）的企業，並非由於合理的

經營需要而對利潤不作分配或者減少分

配

•實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稅收籌

劃或者安排

− 單一功能業務的企業

•保持合理利潤：企業為境外關聯方從事

來料加工或者進料加工等單一生產業

務，或者從事分銷、合約研發業務，原

則上應當保持合理的利潤水準。

•虧損年度特殊規定：上述企業如出現虧

損，無論是否達到《國家稅務總局關於

完善關聯申報和同期資料管理有關事項

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6年第

42號）中的同期資料準備標準，均應當

就虧損年度準備同期資料本地文檔。

•實施特別納稅調整：若上述企業承擔由

於決策失誤、開工不足、產品滯銷、研

發失敗等原因造成的應當由關聯方承擔

的風險和損失的，稅務機關可以實施特

別納稅調整。

無形資產

− 收益分配原則

判定企業及其關聯方對無形資產價值的貢

獻程度及相應的收益分配時，應當全面分

析企業所屬企業集團的全球營運流程，充

分考慮各方在無形資產開發、價值提

升、維護、保護、應用和推廣中的價值貢

獻，無形資產價值的實現方式，無形資產

與集團內其他業務的功能、風險和資產的

相互作用。

− 可以全額實施特別納稅調整的情況

•與經濟利益不匹配：企業與其關聯方轉

讓或者受讓無形資產使用權而收取或者

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應當與無形資產

為企業或者其關聯方帶來的經濟利益相

匹配。未帶來經濟利益，且不符合獨立

交易原則的，稅務機關可以按照已稅前

扣除的金額全額實施特別納稅調整。

•僅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企業向僅擁有

無形資產所有權而未對其價值創造做出

貢獻的關聯方支付特許權使用費，不符

合獨立交易原則的，稅務機關可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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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稅前扣除的金額全額實施特別納稅調

整。

•企業融資上市活動：企業以融資上市為

主要目的在境外成立控股公司或者融資

公司，僅因融資上市活動所產生的附帶

利益向境外關聯方支付特許權使用

費，不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稅務機關

可以按照已稅前扣除的金額全額實施

特別納稅調整。

非受益性關聯勞務

企業向其關聯方支付非受益性勞務的價

款，稅務機關可以按照已稅前扣除的金額全

額實施特別納稅調整。

性質 屬於非受益性勞務的主要情況

重複性支付 勞務接受方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已經購買或者自行實施的勞務活動。

屬於履行股東義務

勞務接受方從其關聯方接受的，為保障勞務接受方的直接或者間接投資方

的投資利益而實施的控制、管理和監督等勞務活動，主要包括：

1. 董事會活動、股東會活動、監事會活動和發行股票等服務於股東的活動

2. 與勞務接受方的直接或者間接投資方、集團總部和區域總部的經營報告

或者財務報告編制及分析有關的活動

3. 與勞務接受方的直接或者間接投資方、集團總部和區域總部的經營及資

本運作有關的籌資活動

4. 為集團決策、監管、控制、遵從需要所實施的財務、稅務、人事、法務

等活動

5. 其他類似情形

未直接獲得實際服務

勞務接受方從其關聯方接受的，並非針對其具體實施的，只是因附屬於企

業集團而獲得額外收益的勞務活動，主要包括：

1. 為勞務接受方帶來資源整合效應和規模效應的法律形式改變、債務重

組、股權收購、資產收購、合併、分立等集團重組活動

2. 由於企業集團信用評級提高，為勞務接受方帶來融資成本下降等利益的

相關活動

3. 其他類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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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屬於非受益性勞務的主要情況

補償性缺失

勞務接受方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已經在其他關聯交易中給予補償的勞務活

動，主要包括：

1. 從特許權使用費支付中給予補償的與專利權或者非專利技術相關的服務

2. 從貸款利息支付中給予補償的與貸款相關的服務

3. 其他類似情形

必要性缺失
與勞務接受方執行的功能和承擔的風險無關，或者不符合勞務接受方經營

需要的關聯勞務活動。

受益性缺失
其他不能為勞務接受方帶來直接或者間接經濟利益，或者非關聯方不願意

購買或者不願意自行實施的關聯勞務活動。

KPMG觀察

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在2014年7月份發佈《關

於對外支付大額費用反避稅調查的通

知》，清查企業向境外關聯方支付服務費和

特許權使用費的情況，據不完全統計，該文

發佈後各地查補稅款有近10億人民幣，自此

之後境外關聯支付持續成為稅務查核重點。

面對日益嚴格的稅務監管環境，我們在此建

議跨國集團企業可以通過真實性、必要

性、受益性、價值創造性、重複性、補償性

等六大測試進行稅務自查，也可以結合

KPMG中國稅務諮詢小組

葉維惇執業會計師

林嘉彥執行副總

潘美紅副總經理

第三方專業機構進行外部稽核，以因應前所

未有的稅務查核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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