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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转让定价服务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首份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国税总局”）于2010年12月发布了《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
告（2009）》（“预约定价安排报告”）。这一开创性的举动意味着，继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意大利之后，中国也开始以发布年度报告的方式对预
约定价安排工作的进展对外进行全面详尽的介绍。
主要内容
预约定价安排报告由国税总局副局长王力作序，并在正文之前对整篇报告做了一个
简短的介绍说明。报告主体由四个章节组成，并附上了在预约定价安排申请及谈签
过程中涉及的12份表证单书。整篇报告包括的主要内容如下：
 预约定价安排概况
 预约定价安排立法及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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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约定价安排操作规范（包含详细的操作流程图，指出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和执行
包括六个阶段：1）预备会谈；2）正式申请；3）审核评估；4）磋商；5）签
订；6）监控执行）
 统计数据（涵盖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期间内所谈签的中国
预约定价安排）
统计数据
预约定价安排报告从不同角度以统计数据披露了2005年至2009年间受理和达成的预
约定价安排（以下简称“APA”）的重要发展趋势，其中大部分数据均为首次公开发
布。
 APA 年度分布 —— 从 2005 年至 2009 年的五年间，中国共签署 41 个单边
APA，12 个双边 APA，目前中国尚无签署多边 APA。同时，双边 APA 的签署数
量呈上升趋势，并于 2009 年首次超过单边 APA 的签署数量。
 APA 谈签阶段分布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达成的单边 APA 共 41
个（其中 23 个已到期，18 个正在执行），达成的双边 APA 共 13 个（其中 1 个
尚未签署，1 个已到期，其余 11 个正在执行）；另有 28 个单边 APA 和 38 个双
边 APA 分别处于不同的受理阶段。

 APA 交易类型分布 —— 中国受理和达成的 APA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中，有形资产的购销占非常大的比例。然
而，在 2005 年至 2009 年间，涉及无形资产转让和使用以及提供劳务的比例保持了上升的趋势。截至 2009 年末正
在受理或已经达成的 APA 中，尚无涉及融通资金的交易类型。
 双边 APA 区域分布—— 2005 至 2009 年，中国共签署 12 个双边 APA，其中与亚洲国家签署了 9 个双边 APA，与
北美洲国家签署了 1 个双边 APA，与欧洲国家签署了 2 个双边 APA。
 APA 完成时间（从申请到签署）—— 在 53 个已签署的 APA 中，有 30 个在 1 年内完成，有 21 个在 1~2 年内完
成，有 1 个在 2~3 年内完成，有 1 个 APA 的完成时间超过 3 年。一般而言，中国税务机关的目标是在 1 年之内完成
单边 APA 的审核与磋商，在 2 年之内完成双边 APA 的审核与磋商。
 APA 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 2005 至 2009 年，交易净利润法是 APA 中最常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可比非受控价
格法、成本加成法、利润分割法等方法则相对较少被使用；再销售价格法则未被使用过。需要注意的是，国税总局在
报告中提出，希望再销售价格法和利润分割法等可以在未来得到更多的运用。
德勤的观点
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的首次发布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税务当局对转让定价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对预约定价安排工
作的支持，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税务当局希望与纳税人和各国税务主管机关共同发展中国预约定价安排的一贯主张。毫无
疑问，这篇报告可以看作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从预约定价安排报告披露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通过寻求双边APA来解决它们庞大复杂的转让
定价问题，并借此防范双重征税的风险。这与国税总局日前表达的观点不谋而合，即：“（预约定价）为纳税人提供经营
和税收的确定性，并努力避免国际重复征税……” 出于风险管理的考虑，跨国企业可以评估它们的转让定价风险并决定
是否在中国申请APA。除此以外，我们也能够看出，国税总局希望在未来能够见到更多的多边APA申请，以及除了交易
净利润法之外的其他转让定价方法在APA申请、谈签中的运用。
然而，在推广APA工作的良好意愿与缺乏转让定价税务专才的现实之间，国税总局依旧面临着一些两难境地，并因此造
成了一些APA申请和达成的延迟。为此，国税总局招聘并培训了一批专业的税务人员以满足纳税人对APA不断增长的兴
趣和谈签需求。
德勤也观察到，中国税务当局对APA申请的受理日益严格。这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税务官员在实地信息收集、行业经济研
究等APA申请审查方面的技术已逐渐成熟；另外，国税总局认为APA会在全国范围为同行业的转让定价树下先例，因此
在受理申请方面也会较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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