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近年来，中国税务机关提供的纳税服务的重心已经发生改变，逐渐由改善
服务态度、优化办税环境、降低纳税成本等浅层次内容，向引导纳税人自
觉遵从税法、帮助纳税人控制税务风险，以及针对不同纳税人提供个性化
服务等深层次发展。而深层次的纳税服务中，实施事先裁定制度已经是大
多数国家税务部门的共识。在中国，事先裁定制度的需要更加急切，因为
中国税法不确定性的范围相当大。 
 
毕马威积极为国家税务总局的事先裁定这一机制提供技术投入，向国家税
务总局介绍正在其他国家运营的事先裁定系统。如果中国引入事先裁定制
度，纳税人和国家税务总局均有所得益。纳税人受益于在交易进入前获得
肯定，国家税务总局则因纳税人自愿遵守有关规则水平提高而获得好处。 
 
事先裁定 
 
所谓事先裁定，就是税务机关就纳税人所提交的待定事项该如何适用税法
所进行的解释。通俗地说，事先裁定就是一种制度化的政策解读，类似于
我国常见的国家税务总局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政策批复，只不过事先裁定的
行文对象不是税务机关，而是企业，其法律地位相当于规范性文件。一般
来说，事先裁定由一个国家的最高税务当局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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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事先裁定对于企业保持与税务机关的开放、透明关系，更准确地进
行税务成本预算、为投资方减少财务报表中的不确定因素、消除被处罚的
风险、更好地遵从税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基于此，目前全球有很多
国家都实行了事先裁定制度。 
 
全球采纳事先裁定制度 

据 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英文简称 OECD）的资料显示，在 30个
OECD成员国中，已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美国等 28个国家
的税务局对纳税人实施了事先裁定制度。在 13个非 OECD成员国的大国
中，也已有 12个国家实施了类似的制度，例如新加坡、南非、阿根廷等。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使用“事先裁定”这个说法，有的国家称为特定纳税
人裁定，还有的则命名为产品裁定，但相关机制的本质和目的是类似的，
一般的裁定制度涵盖所有税种。 

事先裁定之所以为各国税务机关普遍采纳，是因为税法和其他法律一样往
往存在不明确之处，这种不明确通常包括法规文字含义不明确，税法该如
何适用于特定的事项不明确，如何充分证明相关事实的所需证据不明确
等。税务机关可通过事先裁定机制，解决税法存在的不明确之处，从而减
少对纳税人实际经营的影响。此外，如果很多纳税人均就某一类问题集中
递交实现裁定申请，有助于税务机关发现和了解税法中急需明确和完善的
热点问题。 

在发展事先裁定制度之时国家税务总局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澳大
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中文版本的事先裁定制度相信可以出台。 
 
实施事先裁定对中国的好处 
 
毕马威认为实施事先裁定制度是中国税制完善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
一步，止举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都有所裨益。 
 
事先裁定带给纳税人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在纳税人预期的指定交易中，
大大提高企业税收政策适用的确定性。 
 
如果企业申请的涉税事项得到了税务机关的事先裁定，那么所有税务机关
都必须遵照执行。它所规定的税务处理方式也是唯一的，是确定的。 
同样，纳税人有义务向中央主管税务机关，提供有关拟议中的交易或事实
的情况下的准确的信息，如当中涉及重大错误的披露，将导致任何裁决无
效。 
 
对中国税务机关而言，实行事先裁定制度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
国家税务总局成立大企业税收管理司之后，开始着手在较高层级上处理大
企业的涉税诉求；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启动定点联系企业制度，开始尝
试为部分大企业提供个性化纳税服务。 
 
今后，国家税务总局若适时推出事先裁定制度，在业务创新上实现新的突
破，就可以使新成立的大企业税收管理司具有区别于传统税收管理部门的
独有特色，在有效提高大企业税法遵从度和税收征管质量的同时，将纳税
服务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大大降低征纳双方的税收成本，并使中国税收体
制向现代化迈出重要一步。 
 
在事先裁定适用的纳税人范围上，建议首先在和税务机关签署了税收遵从
协议的大企业中试行这一制度。因为申请事先裁定要求纳税人进行大量的
细节分析和提供信息资料，中国的中小企业目前还不具备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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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制度成功运行，日后将可范围扩大至所有纳税人。如果所有纳税人都
可以申请，则易产生质量控制问题。参考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
可考虑让大企业在递交申请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有助于税务人员理解纳
税人的见解并做出决策。 
 
在事先裁定的具体事项上，即将进行的交易和过去已发生的交易都应纳入
事先裁定的范畴。如果纳税人欲为过去发生的税务问题申请裁定，应向税
务机关及时披露交易及税务处理情况，这有助于中国税务机关从以往着重
强调事后的查、补、罚向侧重于解决纳税人的实际问题转变，从而将鼓励
纳税人自愿地纳税申报和披露重大交易事项。 
 
在人才队伍的建设上，由于税务机关进行事先裁定要以专业的人才队伍作
支撑，因此需要中国税务机关为此项职能配置充裕的人力资源。在这方面，
我们了解国家税务总局正致力筹集足够的人力资源，配置工作人员给这个
新的单位，并确保这些资源的质量不断提高。 
 
事先裁定制度预期有高透明度的管理，在不公开纳税人身分的情况下，把
裁定于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上公布。此举可确保国税局的立场，特别是一
些具争议的税法上变得更易获悉。 
 
此项措施是中国税收征管的重要发展，毕马威大力支持。 
 
 
如欲进一步阅读有关事先裁定的信息，请参阅以下文件： 
 

• 请参考《中国税务报》2012年 2月 20日报导 (毕马威税务服务主管合
伙人何坤明和毕马威中国间接税卓越中心领袖王磊(Lachlan Wolfers)的
访谈) (中文 / 英文) 

• 毕马威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何坤明在《中国税务报》2012年 2月 20日
的评论  

 
 

*这期《中国快讯》部分节录于毕马威在《中国税务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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