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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税总局”）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发布《一般反避税管
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自 201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作为特别纳税调整的一部分，一般反避税规则源自 2008 年企业所得税法的第 47 条。
国税总局另在 2009 年出台《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 号，
以下简称“2 号文”），对一般反避税管理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此次发布的办法将和
企业所得税法以及 2 号文共同配合，为一般反避税的管理提供更为完整透明的法律框
架。
新办法包含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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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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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办法第二条，办法适用于税务机关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 47 条对避税安排实施的
特别纳税调整。办法明确，避税安排具有以下两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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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目的或者主要目的；

•

以形式符合税法规定、但与其经济实质不符的方式获取税收利益。

办法将“税收利益”定义为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办法第二条同时规定，办法不适用于下列两种情况：
•

与跨境交易或者支付无关的安排；

•

涉嫌逃避缴纳税款、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以及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
为。

办法第六条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安排属于转让定价、成本分摊、受控外国企业、资本弱
化等其他特别纳税调整范围的，应当首先适用其他特别纳税调整相关规定；与此类
似，企业的安排属于受益所有人、利益限制等税收协定条款及与协定应用相关的国内
法规定的执行范围的，应当首先适用税收协定执行的相关规定。
最后，根据近期国税总局负责人就办法有关政策的答记者问，办法同样适用于对 698
号文提及的境外间接股权转让所进行的调整。

调整方法
税务机关可以采用以下任一方法对避税安排实施调整，否定税收利益：
•

对安排的全部或者部分交易重新定性；

•

在税收上否定交易方的存在，或者将该交易方与其他交易方视为同一实体；

•

对相关所得、扣除、税收优惠、境外税收抵免等重新定性或者在交易各方间重新分配；

•

其他合理方法。

一般反避税工作程序
办法制定了一般反避税调查调整的工作程序，并明确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工作程序各主要阶段的权利义务：
1) 立案
基层主管税务机关承担发现案源的主要职责；但考虑到一般反避税案件的复杂性，立案申请需要层报省级税务机关
复核同意后，报国税总局审核决定。
2) 调查
一般反避税调查主要由基层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实施，办法对此单列一章作出了规定。
税务机关在调查中有权要求纳税人提供范围广泛的信息，如涉及安排的背景资料、安排的商业目的说明文件、与安
排有关的内外部资料等。纳税人应自收到《税务检查通知书》之日起 60 日内提供有关资料，在特殊情况下可申请
最长不得超过 30 日的延期提交。企业未能提供资料的，主管税务机关可按规定进行核定。
税务机关有权通过税收情报交换程序或其他方式要求取得境外有关资料，且可以要求为企业筹划安排的单位或者个
人提供有关的资料。
3) 结案下发《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
主管税务机关必须自国税总局同意立案之日起 9 个月内进行调查审核。有关一般反避税案件的调整决议方案等均需
层报省级税务机关复核同意后，报国税总局审核决定。
国税总局同意实施调整的，主管税务机关需向纳税人先行下发《特别纳税调查初步调整通知书》。纳税人可在收到
该通知书之日起 7 日内提出异议，由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省级税务机关复核同意后，报国税总局审核决定。如果纳税
人未提出异议，或提出异议未被采纳，则主管税务机关会下发最终的《特别纳税调查调整通知书》。
4) 争议处理
与一般税务检查案件相同，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一般反避税调整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
请法律救济。如果调整导致国内双重征税的，由国税总局组织协调解决。如果调整导致国际双重征税的，纳税人可
以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评论
办法对中国税务机关何时以及如何实施一般反避税调查调整进行了具体的规范，因此在总体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在当
前遏制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背景下，一般反避税规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办法的出台可谓正逢其时。
无论是立案申请，还是最终特别纳税调整方案的确定，都需要得到国税总局的审核，这体现了国税总局在实施一般反避税
调整时的谨慎态度。此举或许意在防止基层税务机关可能出现的激进方案对商业行为的负面影响。
办法同时为主管税务机关设定了 9 个月的案件调查和审核期限，这将有利于提升调查效率，提高税收结果的确定性。然
而，纳税人仅有 60 天的时间就《税务检查通知书》作出应对（虽然可申请最长为 30 天的延期）；因此纳税人应就有关交
易安排准备同期资料，以便日后可及时对安排的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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