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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评论 

 
梁明源 
执行董事 
企业所得税 

关键信息 
“2023 年对于受影响的跨国企业集团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年。针对

全球反税基侵蚀计划 (“GloBE”) 规则报告中所需信息的全面了解以

及数据准备情况的评估在未来几个月内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之税基侵蚀和

利润转移 (“BEPS”) 2.0 倡议无需过多介绍。至

少，支柱二近十年（并且还在继续）的努力指日可

待。 

自 2022 年 10 月 7 日连同之前的 2023 年财政预算

案所发布的思维领导力之 BEPS 2.0：支柱一和支

柱二 —未来之路，我们已经看到一系列有关支柱

二的活动促使其建议的实施日期为 2024 年。尽管

当初对时间框架存在一些疑虑，GloBE 规则的最

终方案以及于 2023 年 2 月 2 日发布备受期待的行

政指南，标志着支柱二实现的重要里程碑。 

 

自那以后，围绕实施支柱二的全球活动有所增加，而从我国周边区域来看，以下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 

• 2022 年 12 月 31 日，韩国成为第一个颁布新立法的国家，该立法将 GloBE 规则作为国际税务协调发

的修正案之一，该立法是管辖国际交易的国内税法。支柱二下的收入纳入规则 (“IIR”) 和征税不足支

付规则 (“UTPR”) 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生效。 
 

• 在日本，关于 GloBE 规则的立法草案于 2023 年 2 月 6 日发布，预计将于 2023 年 3 月通过。该提案

包括关于 IIR 的立法大纲，并将适用于从 2024 年 4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UTPR 和合格国内

最低补足税 (“QDMTT”) 预计将于 2025 年生效。 
 

• 新加坡在 2023 年 2 月 14 日发布的 2023 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 IIR，UTPR 和 QDMTT 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实施。我们理解政府将继续关注国际事态发展，并可能在必要时调整实

施时间表。 
 

https://kpmg.com/my/en/home/insights/2023/02/beps2-0-latest-developments.html
https://kpmg.com/my/en/home/insights/2023/02/beps2-0-latest-developments.html
https://kpmg.com/my/en/home/insights/2023/02/beps2-0-latest-develop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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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2 月 22 日，香港政府在 2023/24 财政预算案中表明计划将于 2025 年实施 IIR，UTPR 和

QDMTT。 

在国内方面，之前 2023 年财政预算案中有关支柱二的实施以及在国内立法中引入 QDMTT 引起了马来西

亚受影响的跨国企业集团的反应各异。受影响的纳税人分为两派——其中一些人正在迅速采取行动以了解

GloBE 规则对他们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选择等待直到新立法通过。为了缩小这两派的差距，我们相信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发布的 Tax Whiz，BEPS 2.0—最新发展中强调的一些近期发展是妥当的。毕竟，提前

规划是适应全球税制改革，即支柱二，的关键。 

1. 过渡性国别报告 (“CbCR”) 安全港规则 (“TCSH”) 
TCSH 允许跨国企业集团避免对“低风险税收管辖区”进行详细的 GloBE 规则计算，前提是它可以根

据其 CbC 报告证明该管辖区已经符合三项定量测试之一。 

基于上述测试取决于跨国企业集团的 CbC 报告，应该重新审视准备该报告的过程，这将在未来具有更

大的意义。 

TCSH 不太可能适用于跨国企业集团运营的每个司法管辖区因此需要建立相关流程，并最迟到 2024 年

对不合格的司法管辖权进行完整的 GloBE 计算。无论如何，一旦过渡期结束，每个司法管辖区将需要

进行完整的 GloBE 计算。 

2. 过渡性处罚减免 (“TPRR”) 
类似于 TCSH ，受影响的跨国企业集团不应假

设从 TPRR 中受益是里所当然的。TPRR 的目

的是为了在执行 GloBE 规则的最初几年提供一

个“软着陆”。假如跨国企业集团能够证明已

采取“合理措施” 1以确保正确应用 GloBE 规
则，处罚将减少至零，尽管相关税收管辖区的

税务局可以自由决定实施处罚的适当性。对

此，马来西亚政府最终将会采取何种立场还有

待观察。 

3. GloBE信息申报表 (“GIR”) 
受影响的跨国企业集团不应该低估 GIR 的范

围，这与马来西亚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格不同，

即 Form C。值得注意的是准备 GIR 的义务与任何国内所得税申报要求是分开的。 

GIR 要求以成员实体为基础的详细信息以便确定 GloBE 所得或亏损和调整后的涵盖税款，以及以管辖

区为基础的历史信息和非税务信息。GIR 中繁重的数据要求将会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合规负担，并且

肯定需要大幅度增加数据收集和信息分享。 

4. GloBE 行政指南 
虽然行政指南的发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GloBE 规则的应用及解释中的不确定性，但我们预测随着司

法管辖区开始采用 GloBE 规则，可能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和不一致以及这将如何与现有的国内立法

互作用。 

预计将在 2023 年迟些时候发布包含 AG 的进一步指南以及修订后的 GloBE 评论（最初订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发布）将受到密切关注。 

 
1在撰写该思维领导力期间，目前尚未定义“合理措施”，该定义还有待解释。 

https://kpmg.com/my/en/home/insights/2023/02/beps2-0-latest-developments.html
https://kpmg.com/my/en/home/insights/2023/02/beps2-0-latest-develop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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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们上述评论，2023 年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是支柱二特别重要的一年。针对 GloBE 规则报告中所需

信息的全面了解以及数据准备情况的评估在未来几个月至关重要。有关 GloBE 规则将如何影响跨国企业集

团的影响评估不应该被认为是一项及时完成的工作，也不应该阻碍受影响的纳税人和其税务顾问所需完成

的工作。 

根据财政部部长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连同重新制定的 2023 年财政预算案所发布的 Touchpoints，GloBE
规则中的全球最低税率和 QDMTT 将于 2024 年实施。这确认了先前在 2022 年 10 月 7 日的 2023 财政预

算案中宣布的内容。因此，受影响的跨国企业集团将没有额外的喘息空间，并应采取措施为未来做好准

备。许多客户意识到支柱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我们希望其他人在规划未来旅程时不要落后。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电邮或联系您所熟悉或负责贵公司税务事务的相关负责人。 

 

重要信息 
如果我们不提及 BEPS 2.0 的支柱一，那将是我们的疏忽。考虑到支柱二的发展速度，这可能已被忽

视了。尽管对金额 B 是否会实现存在高度怀疑，但应密切关注金额 B 的发展，因为它旨在简化公平交

易原则在国内基线营销和分销活动中的应用（即标准化营销和分销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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