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3月发布的《关于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有关
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16号公告”），是中国应对通过接受跨国企业
境外服务和取得无形资产特许权并支付费用而导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的工具。 
 
继2014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针对转让定价问题向联合国工作组提交的致信、
以及同年要求各省税务机关对当地公司于2004至2013年期间向关联方所
支付的服务费或特许权使用费进行排查（请参考中国税务快讯：转让定价
焦点，2014年8月第一期）之后，今年3月出台的16号公告强化了独立交易
原则，规定了主管税务机关可以要求企业提供能体现独立交易实质和真实
性的相关资料备案，列举了一系列向关联方支付费用的不得税前列支的情
况，并赋予了税务机关在业务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内实施特别纳税调整
的权利。 
 
自16号公告发布以来，全国范围内的税务机关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跨境支
付服务费和特许权使用费的管理。尽管我们没有看到依据16号公告进行转
让定价正式调查的案例数目的急剧上升，但是这些不同程度的加强措施已
经对许多纳税人形成了挑战。本期税务快讯着重于16号公告的核心内容和
各地税务机关对16号公告的实施。 

    
 

毕马威观察 
 
• 大规模自行调整的要求：不出意料，许多税务局已经要求各自管辖区

的纳税人对相关交易进行自查并适时自行进行调整。大部分税务局采
取了针对性方法，关注大规模和高风险跨境支付的纳税人；但也有少
数税务机关采取了广撒网的措施，将检查范围扩大到其管辖区的所有
纳税人。例如，北京国税局二分局已经/准备约见其管辖区内的所有纳
税人，并要求他们进行自查。然而，目前看来，只有少数纳税人对一
些明显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交易进行了自行调整。 

16号公告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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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的相关法规︰ 

 
•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于

2015年 6月 30日发布《企
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
税收风险管理工作指引》 
 

•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5年 3
月 18日发布的《关于企业
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有
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
告》（“16号公告”） 
 

•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4年 4
月针对转让定价问题向联
合国工作组提交的致信 

 
•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4年 8

月 29日发布《关于特别纳
税调整监控管理有关问题
的公告》（[2014]第 54号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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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带影响：尽管16号公告旨在通过税务局反避税部门审查跨境非贸付

汇能否税前列支，但其也已被其他税务部门用来调查其他事项。例如，
广东省国税局在全省范围内要求高风险的纳税人就16号公告进行自
查时，不仅要求纳税人对其转让定价进行自查，也要求纳税人对其预
提所得税进行自查。还有一些情况，例如某税务机关的稽查部门启动
了一个针对纳税人跨境支付服务费的真实性的调查，并表示一旦真实
性无法确定，纳税人可能会面临所漏税款50%到5倍的罚款。该案例争
议性较大，最终税务机关确认16号公告相关的税务调查只能由反避税
部门启动。 
 

• 有待具体明确的指导：纳税人经常提问什么样的文件可以全面且充分
地证明某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实质和真实性？虽然16号公告并没有对
其进行具体明确的指导，最近浙江省国税局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
指导性意见。纳税人需要准备一个比一般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更复杂的
多文件包，包括所涉交易的具体细节、佐证境外支付不属于16号公告
下四种不能抵扣类别的分析说明，以及针对中国纳税人的价值贡献分
析（当采用了基于利润的方法来测试相关交易时）。 
 

• 16号公告的追溯性运用：虽然16号公告赋予了税务机关10年额调查期，
但是它并没有明确这种更加严格的标准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公告发布
前已发生的跨境非贸支付在可抵扣问题上的合规性。然而据我们的经
验，税务局已经将16号公告应用于公告发布前已经开始调查的案件。
这种追溯性的运用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争端，导致更多难以消除的双重
征税。 
 

关键启发 
 

据16号公告发布已经数月了，在此时检验全国税务机关对16号公告的实施
能够更好地帮助纳税人应对16号带来的挑战。正如上文所述，自查的要求
具有广泛性，且不同省份的实际操作也不尽相同。再加上16号公告的追溯
性运用和附带影响，纳税人不仅要在今后充分考虑16号公告的要求，还要
审查现有的安排、进行必要的调整，去降低潜在风险和双重征税。 
 
我们非常欢迎浙江省国税局发布的具体指导意见，其它税务机关也可能仿
效或参考其对资料准备的要求。但同时也看到大量的资料收集似乎与经合
组织（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要求对纳税人在低价值的服务交易
的税务管理中减少行政负担的立场不尽一致。目前全国纳税人非常迫切地
需要国税总局发布更详细清晰的指导以供纳税人参考执行，同时，也希望
任何额外的资料收集工作应在该交易（定性和定量）的重要性与纳税人为
证明其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付诸努力之间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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