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2014年7月3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试行）》征
求意见的通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该草案对于一般反避税管理做出具体指引，
包括哪些避税行为是管理重点，税务机关内部对一般反避税案例的选择程序，纳
税人需要提供的文件材料说明，和对避税行为应采取的税收调整方式。 

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一旦推出，将提高一般反避税案例的执行程序的透明性，但
是也可能会扩大一般反避税法规的执行范围。有关各方可在2014年8月1日之前向
国家税务总局就草案内容提出他们的修改意见。 
 
现有的一般反避税法规 
 
中国国内一般反避税法规的制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细
则。税法的第47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
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税法实施细则第120条
进一步解释，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把降低、避免或推迟缴纳税款作为安排的
“主要目的”。 

2009 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2
号文”）为一般反避税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引说明， 提出各地税务机关应以“实质
重于形式”为原则来评估潜在的避税安排, 同时兼顾该税收安排的特殊性。具体地
讲，税务机关需要评估该税收安排的形式和实质，税收安排的时间和方式，税收
安排实施所涉及的步骤，税收安排执行各方的财务情况，和税收安排的结果。 

2 号文列出了税务部门可能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的几种情况，包括滥用税收优惠
待遇，滥用税收协定，滥用企业组织形式，利用避税港进行避税，以及其他不具
备合理的商业目的的税务行为。在关于跨境交易方面，2号文第 94 号条特别指出，
“对于没有经济实质的企业，特别是设在避税港并导致其关联方或非关联方避税
的企业，可在税收上否定该企业的存在。 

中国税务机关对于“经济实质”的特别关注，在针对跨境交易和架构方面的一般
反避税执行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在以往披露的案例中，特别是税务部门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
“698 号文”)在审阅间接转让境外股权时，重点关注以员工，场所，商务活动和
资产来判断避税是否存在，而对于该方案所辩称的“合理的商业目的”给予较少
的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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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号文同时也包含了一个一般反避税程序性问题的简短披露，其中规定：主管税
务机关在得到国家税务总局授权后对纳税人进行一般反避税的调查；纳税人在接
到通知 60 天内，必须提供相关文件以证明其被调查的交易具有合理恰当的商业目
的。参与税务安排制定的第三方也有可能被要求提供证明文件。 

当纳税人没有按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文件，或者提供的文件无法证明合理商业目的
时，税务局有权通过做出可以反映其经济实质的税务调整，来撤销纳税人获得的
纳税优惠。主管税务机关做出这样的决定前，同样需要得到国家税务总局的批准。 

然而，2 号文中这些程序性的规定没有描述纳税人需提交文件的性质，没有解释
税务机关做出一般反避税税务调整的具体形式，也没有说明哪些第三方会被要求
提供文件和信息。 现行的税务法规也没有明确指出哪种避税安排会落入一般反避
税的管理范畴之内。这次国家税务总局新推出的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的草案（以
下称“草案”），就这些方面向纳税人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草案的主要内容 

草案规定，一般反避税所针对的税务安排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i) 以获取税收利益为
唯一目的、主要目的或主要目的之一；(ii) 安排的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
实质不符。草案强调了“商业目的”的重要性和“实质与形式”的关联性。 这两
点和税法细则已及 2 号文中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 

草案明确规定，如果特殊反避税规定和反协定滥用规定使用的情况下，税务机关
应该在实施一般反避税管理程序之前优先实施前述规定。比如说，如果企业的税
收安排属于转让定价、成本分摊、受控外国企业、资本弱化等特别纳税调整范围
的，应优先适用 2 号文的规定；属于受益所有人、利益限制等税收协定执行范围
的，应优先适用反协定滥用方面的相关规定。 

上述规定反映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通用做法。值得注意的事是：一项税务安排即
使通过了特殊反避税的监管，不代表它一定会通过一般反避税的监管。另外，中
国税务机关在其最近签署的税收协定中，通常加上一个名为“其他规定”的兜底
条款，来确保中国国内一般反避税的实行不会受到税收协定的约束。 

根据草案，纳税人需向税局提供的资料主要包括： 

- 安排的背景资料及商业目的的说明文件； 
- 安排的内部决策和管理资料，如：董事会决议、备忘录、电子邮件等； 
- 安排的交易资料，如合同和收付款凭证等； 
- 与税务顾问及其他交易方的沟通信息； 
- 可以证明其安排不属于避税安排的其他资料以及税务机关认为有必要提供的

其他资料。 

草案明确指出，税务局将会要求纳税人的税务顾问提交其为纳税人准备的文档资
料。企业因特殊情况不能在在 60 日提供相关资料的，经申请批准可以延期最长不
超过 30 日。 

如果纳税人的一项安排被认定为避税行为后，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以下形式来撤销
纳税人从该安排所获得的税务收益：(i) 对安排的全部或部分交易重新定性；(ii) 在
税收上否定交易方的存在，或将该交易方与其他交易方视为同一实体；(iii)对相关
所得、扣除、税收优惠、境外税收抵免等重新定性或在交易各方间重新分配；以
及(iv) 其他合理方法。税务机关应以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的类似安排为基
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如果税务机关决定予以一般反避税的纳税调整，则将向纳税人下发《特别纳税调
查初步调整通知书》，纳税人有权在通知书下发后 7 日内提出异议，国家税务总
局最终决定是否进行纳税调整。 

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一旦生效，将适用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后实施的避税安排。但
生效之日前已结案的除外。需要注意的是，此规程不适用与跨境交易或支付无关
的居民企业之间的安排，同样也不适用于 698 号文件规定的离岸间接转让的情况，
税务总局将对上述两种情形进行另行规定。 
 
毕马威观察 
 
根据过去一般反避税的案例来看，尤其是涉及到698号文对境外间接股权转让相
关规定的案例来看，税务机关倾向于主要依据企业架构或安排的“经济实质”来
判断商业目的的存在。而对于企业所宣称的“合理商业目的”，如利用境外特殊
目的公司进行法律责任防范和融资等商业目的，税务机关往往相对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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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草案明确把“商业目的”作为衡量一般反避税使用范围的一个基本依
据。从法理上看，这对于企业依据合理商业目的进行自我辩护提供了潜在的支持。 

但是，草案对避税安排的主要特征描述为“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主要目
的或主要目的之一”。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描述是“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
税款为主要目”的安排可以适用一般反避税条款进行合理调整。与税法实施条例
的措辞相比，草案可能拓宽了一般反避税的适用范围。 

一般反避税对“主要目的之一”和“主要目的”这两个表述未作界定。我们可能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不是为了税收筹划根本不会存在的架构，或是在架构中非税
务相关的动机明显是次要，那么为了获取税收利益就是这种安排的主要目的。相
对的，如果某项交易出于商业目的一定会进行，而同时通过架构设计可以额外产
生税收利益，我们可以认为获取税收利益是这种安排的主要目的之一。在国家税
务总局对以上两种表述不提出额外指导性意见的情况下，地方税务机关可能会对
草案中对一般反避税的适用范围做出宽泛的解释， 将更多的安排视为潜在的避税
安排。 

在衡量某种安排的 “主要目的之一”是否避税时，地方税务机关可能依据一般反
避税管理规程要求税务顾问提供证明材料。鉴于地方税务机关主张适用一般反避
税条款的案例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业内曾经建议设立一个有非税务官员参与的反
避税案件审查委员会，以保证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公正性。目前这一建议似乎没
有被采纳，这一点有些令人失望。建立起一个这样的机制将能对过度扩大一般反
避税的适用范围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我们注意到，在中国近期签订的许多双边税收协中，投资收益条款中都包含了利
益限制条款，约定当任何人以享受协定对预提所得税的优惠待遇为主要目的或主
要目的之一进行的安排，不能适用协定待遇。因此，不考虑前述的观察，我们可
以看到草案对于反避税安排的描述和税收协定中的利益限制条款是一致的。 

一般反避税规定企业的安排属于受益所有人、利益限制等税收协定执行范围的，
应首先适用执行税收协定的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对于受益所有人认定的通知，
（以下简称“601号文”），除了要求在申请享受税收协定有关条款待遇时，申
请方作为“受益所有人”应该对来自中国的收益和相关资产具有处置权，还提出
了决定是否满足受益所有人条件应考虑与商业实质相关的若干因素。因此， 601
号文隐含地使用了一般反避税的原则以应对协定滥用。 

但是，由于601号文没有明确声明使用一般反避税原则，纳税人在法理上无法利
用一般反避税管理规程，要求税务机关放松对境外企业商业实质的考量，增加对
合理商业目的的关注。之前一些评论人已经呼吁国家税务总局将601号文中关于
实质方面的测试删除，明确适用一般反避税规则。但根据草案的内容，协定受益
所有人规定的适用性优先于国内法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就目前来看维持了601号
文的现状。 

草案并没有涵盖698号文。698号文要求纳税人在30天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大量
资料，这一时间要求相当紧张的规定依然不变，而一般反避税规定纳税人提供资
料的时间最长可延长到90天（包括延期）。 

除了在2014年8月1日前向国家税务总局对草案提供相关意见外，我们建议企业重
新审阅可能存在一般反避税条款调整风险的交易和安排，并提前准备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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