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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定价与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
跨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管理层常常青睐于本地企业获得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资质，这
主要是由于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本地技术所有权的拥有者，可以享受到较低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 25%）；另外，地方政府出于本地产业升级形象的考
虑，也会对此持鼓励态度。
但是，在华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却可能会对跨国企业总部的全球转让定价政策实施
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时常发现跨国企业在这个问题上进退维谷，本地与集团管理层
之间可能会就是否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而出现不同意见。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制定合理的转让定价政策以兼顾高新技术企业的税
收优惠？本文将着眼于申请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条件和中国转让定价实务的最新发展
趋势，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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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认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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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相比
25%的法定税率）。由于过去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不复存在（例如，传统的两免三减
半税收优惠政策已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对在华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
力。但是，申请成为高新技术企业需要符合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
•

企业必须在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或外购等方式，对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
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30%以上，其中研发
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0%以上；

•

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相应要求
（例如，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 2 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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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和集团管理层出现不同意见的原因
本地和集团管理层的不同意见首先源于两者在财务和税务管理中的工作重心和关注点
差异：本地管理层更多关注的是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以后所享有的优惠税率、拥有高新
技术资质的企业形象以及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集团管理层则更关注跨国企业
转让定价政策在集团视角下的潜在风险和全球范围的实际税负。
地方政府鼓励本地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本地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
往往被视作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在本地商业活动的各种
行政审批中往往扮演重要角色，本地管理层也会出于保持与当地政府良好合作关系的
考虑而申请高新技术企业。

此外，高新技术企业的资质也可以帮助企业在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面前树立具有先进技术的良好企业形象。
但是，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尤其是对于本地企业拥有核心技术的要求）可能会影响该企业在集团全球商业安排中的角色定
位。
下表小结了本地和集团管理层在关注重点上存在的差异：
本地管理层
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
高新技术的企业形象
在华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非常关注
非常关注
非常关注

集团转让定价政策

关注度低于集团管理层

集团管理层
关注度低于本地管理层
关注度低于本地管理层
本地税率仅仅是全球实际税率的影
响因素之一
非常关注

考虑到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可以带来的收益，本地管理层往往愿意通过对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准备相关文
档资料以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然而，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认定标准在实务操作中并非泾渭分明，由此可能造成认定口
径的理解和执行模糊。
以核心自主知识产权要求为例：
•

国科发火[2008]362 号文件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指出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实用新
型、非简单改变产品图案和形状的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设计专利和植物新品种。

•

从上述描述来看，技术诀窍和其他非注册类的知识产权在资质申请中不能被认定为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但在企业的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指标考核上，技术诀窍仍然可以被计入在内。

•

为增加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成功率，本地管理层在申请过程中倾向于将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归类为“核心”技术，甚
至即使该项知识产权在集团层面并非居于核心地位。例如，一项属于本地专利的制造流程优化技术可能在申请高新技
术企业资质的过程中被认定为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但在全球层面此项技术的价值远不及集团所拥有的基础性技术。

除了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以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其他认定标准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例如符合要求的职工人数、研发项
目、研发费用构成以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计算等等。
鉴于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标准的模糊性以及政府机构在审核过程中实施判断的主观程度，一家企业可能凭借某项知识产
权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但是在集团整体转让定价安排中，该企业其实并非拥有集团关键性无形资产的成员企业，
因此该企业只能享有常规利润，通常以不拥有非常规性无形资产的企业作为其可比对象，通过交易净利润法来确定此类企
业应享有的利润水平。
然而，当中国的反避税部门审核高新技术企业的转让定价合规性时（此类审核可能会在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取得之后才进行
1），该企业在集团整体转让定价安排中的定位与其高新技术企业的身份便可能受到税务机关的质疑。
根据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交易净利润法仅适用于验证企业作为关联交易中承担功能相对简单的一方且没有做出非常规
贡献的情况2。由于知识产权的价值不易确定，通常也缺乏理想的拥有同等知识产权的可比公司，一般情况下使用交易净利
润法只能确定常规功能及风险下的利润水平，而无法用来确定某一独特知识产权所对应的收益。
与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相似，中国转让定价法规也提到一种转让定价方法的使用应当考虑企业在关联交易中所执行的功
能、承担的风险以及所使用的资产。在近年的年度反避税工作报告中，国家税务总局也提到知识产权是其重点研究的领域
之一。同时，在《联合国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操作手册》中，国家税务总局认为在华企业“通过在中国的经营获得技术和经
验，可能对跨国企业的原始无形资产的改良产生积极作用”3。在实务中，地方税务机关也往往认为，作为享受高新技术企
业优惠待遇的回报，高新技术企业的利润率应该比常规利润率更高。
此外，国税总局的官员也曾指出，税务机关将更多关注获得高新技术资质的企业，审查其关联交易中所运用的成本加成定
价政策是否合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地方税务机关质疑高新技术企业向其境外关联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案例；在这些案
例中，地方税务机关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已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故不应当再向关联方支付技术特许权使用费。

1

中国税务机关有权在关联交易发生的纳税年度起 10 年内进行转让定价调查和调整。

2

参见《经合组织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2010 年版），2.4 及 2.59 段落

3

参见《联合国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操作手册》第 10.2 章节（中国）

另一方面，总部管理层必须确保集团转让定价政策在全球执行的一致性；因此，如果集团内的一家中国企业被认定为拥有
核心技术，则总部可能需要考虑由此对全球业务模式的影响。此时便不难理解集团总部对于子公司在功能与风险定位上的
改变以及潜在影响的顾虑。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在申请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以及对涉税事宜带来的不确定性，总部管理层可
能并不支持在华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而这些顾虑未必能被本地管理层所完全理解。
转让定价政策的合理安排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
原则上，跨国公司转让定价政策应当基于实际情况以及完整的功能和风险分析。当评估知识产权的经济所有权时，应当特
别关注是否有证据或分析以支持在华企业对集团核心技术研发的实际贡献。纳税人必须权衡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及潜
在的转让定价风险。
如果在华企业确实对集团核心技术研发作出贡献，那么跨国公司应考虑采用相应的转让定价政策确保在华企业的这一贡献
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同时可以考虑是否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从而享受税收优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华企业是否获
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其都将有可能被认为应当获得高于交易净利润法下的常规利润率。当然，由于在华企业对于无形资
产的形成作出贡献，税务机关可能会对其利润率水平更为关注，此时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申请材料在内的有关文档（这些材
料不应夸大本地研发活动和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及角色）及其与集团转让定价政策的协调需要进行更为详细的复核和考虑。
如果在华企业参与的研发活动可能并不构成集团核心研发活动，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存在模糊性的情况下，无论高新
技术企业资质的申请成功率有多大，我们都建议企业在申请之前需谨慎评估潜在的转让定价风险。尽管不排除在华企业获
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同时或可避免与集团对其功能风险定位之间的冲突，但企业仍需要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以降低其
对集团整体转让定价安排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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