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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ugust  2016

全球化趨勢使跨國經營成為當今世紀經濟主

流，台商多向海外進行有計畫地投資布局，以

提升經營實力，而中國大陸以其勞動力資源豐

富的比較優勢配合產業政策，成為台商開拓事

業進行全球布局的主要地區。隨著台商日益頻

繁的跨國商業活動，更須注意其高度整合所給

企業帶來的複雜稅務問題與潛在風險，並做好

投資架構規劃，積極管理稅務風險和成本；同

時，近年來兩岸政府針對跨國企業推行反避稅

措施，企業亦應關注兩岸租稅環境對經營決策

之影響與所面臨的稅務風險，並全面重新檢視

及調整現行投資架構、營運策略及交易模式，

以降低稅務風險，達到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KPMG安侯建業為協助企業在難以預測的世界

經濟局勢中，找出有利契機維持市場優勢，爰

推出《中國稅務實務》，配合台商布局中國大

陸市場，放眼全球之策略，由熟稔中國大陸事

務且具相關服務經驗的團隊，提供企業最及時

專業的前瞻性觀點，一同掌握中國大陸市場最

新稅務趨勢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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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獲ITR殊榮

2016 National Firm Award

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權

威的稅務刊物之一，ITR Asia Tax Award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

選評比外，ITR編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

等人意見，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務服

務的品牌地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供專業且

高品質的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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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變化：新增並細化大

量披露信息，報告表由原先的9張增加到22

張，同時參考BEPS第13項行動計畫的相關內

容，建立了國別報告機制。

− 新增表格：《報告企業信息表》、《金融

資產交易表》、《權益性投資表》、《成

本分攤協議表》、《境外關聯方信息

表》、《年度關聯交易財務狀況分析表

（報告企業個別報表信息）》、《年度關

聯交易財務狀況分析表（報告企業合併報

表信息）》以及國別報告。

− 國別報告：主要披露跨國企業集團所有成

員實體的全球所得、稅收和業務活動的國

別分佈情況，包括《國別報告-所得、稅

收和業務活動國別分佈表》、《國別報告

-跨國企業集團成員實體名單》、《國別

報告-附加說明表》等3張表格的中文、英

文內容。

大陸發佈最新關聯申報
及同期資料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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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稅務總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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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簡稱42號文），參考BEPS第13項行動計畫的相

關內容，除了對《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

行）》中的關聯申報及同期資料管理等內容進

行修訂外，同時大幅度地調整《中華人民共和

國企業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中的申報內

容。由於42號文要求披露的企業信息相當全面

及詳盡，並將適用於2016年及以後的會計年

度，如何達到相關數據的一致性即將是跨國企

業集團所面臨的重要挑戰。

42號文主要內容

關聯申報

 適用對象：實行查帳徵收的居民企業和在中

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並據實申報繳納企業

所得稅的非居民企業，於年度內與其關聯方

發生業務往來的，應當進行關聯申報。

 申報期限：企業向稅務機關報送年度企業所

得稅納稅申報表時，應當就其與關聯方之間

的業務往來進行關聯申報，附送《中華人民

共和國企業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2016

年版 )》（以下簡稱新關聯業務往來報告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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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相關規定

準備門檻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企業，應當在報送年度關聯業務往來報告表時，填

報國別報告：

– 該居民企業為跨國企業集團的最終控股企業，且其上一會計年度合併財務

報表中的各類收入金額合計超過55億人民幣。

– 該居民企業被跨國企業集團指定為國別報告的報送企業。

特殊規定 企業雖不屬於上述準備門檻的範圍，但其所屬跨國企業集團按照其他國家有

關規定應當準備國別報告，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稅務機關可以在實施特

別納稅調查時要求企業提供國別報告：

– 跨國企業集團未向任何國家提供國別報告。

– 雖然跨國企業集團已向其他國家提供國別報告，但我國與該國尚未建

立國別報告信息交換機制。

– 雖然跨國企業集團已向其他國家提供國別報告，且我國與該國已建立

國別報告信息交換機制，但國別報告實際未成功交換至我國。

最終控股企業為中國居民企業的跨國企業集團，其信息涉及國家安全的，可

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豁免填報部分或者全部國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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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資料管理

07 熱點資訊 | 大陸發佈最新關聯申報及同期資料管理規定 August  2016

三層文檔比較

報告種類 準備門檻 準備期限 豁免條件

主體文檔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企業：

– 年度發生跨境關聯交易，且合併該企業財務

報表的最終控股企業所屬企業集團已準備主

體文檔。

– 年度關聯交易總額超過10億人民幣。

應當在企業集團

最終控股企業會

計年度終了之日

起12個月內準備

完畢

僅與境內關聯方發

生關聯交易的

本地文檔 年度關聯交易金額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企業（預

約定價安排涉及的關聯交易不列入下述金額計

算）：

– 有形資產所有權轉讓（來料加工業務按照年

度進出口報關價格計算）：金額超過2億人民

幣。

– 金融資產轉讓：金額超過1億人民幣。

– 無形資產所有權轉讓：金額超過1億人民幣。

– 其他關聯交易：金額合計超過4000萬人民幣。

應當在關聯交易

發生年度次年6

月30日之前準備

完畢

– 企業執行預約

定價安排的，

可以不準備預

約定價安排涉

及關聯交易的

本地文檔和特

殊事項文檔。

– 僅與境內關聯

方發生關聯交

易的。

特殊事項

文檔

包括成本分攤協議特殊事項文檔和資本弱化特殊

事項文檔：

– 成本分攤協議特殊事項文檔：企業簽訂或者

執行成本分攤協定的。

– 資本弱化特殊事項文檔：企業關聯債資比例

超過標準比例需要說明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

三層文檔： 包括主體文檔、本地文檔和特殊事項文檔，企業只要滿足其中一種文檔的準備條件

就需要準備該種報告。

提交期限： 同期資料應當自稅務機關要求之日起30日內提供。

保存期限： 同期資料應當自稅務機關要求的準備完畢之日起保存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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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配置情況一覽無遺，結合稅務大數據的推

展，這些資訊將可用於稅收風險評估以及稅務

稽查案件的選定等用途。由於未來所須揭露的

資訊層面相當廣泛，我們在此建議跨國集團企

業應盡早檢視、評估集團內各子公司的關聯交

易是否到達規定門檻，以提前為日益嚴格的關

聯申報以及同期資料做好充分的準備。

KPMG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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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稅務總局於2015年9月17日以部門規

章的形式發佈了《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徵

求意見稿）》，原預定在2016年開始實施新辦

法，但此次42號文僅針對關聯申報和同期資料

管理進行修訂，未來有可能進一步發佈更全面

性的政策文件。此外，通過國別報告、主體文

檔和本地文檔，稅務機關將對跨國集團的全球

Augu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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