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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

经合组织发布关于税基侵蚀与利润
转移的转让定价讨论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下简称“经合组织”) 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至 19 日发布了 4
份以转让定价为主题的讨论稿并邀请有关各方对这几份讨论稿提出意见1。德勤中国将
会在 2015 年 1 月份发布一系列针对各份讨论稿的税务评论。
经合组织于 2013 年 7 月发布了十五项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行动计划，新发布
的四份讨论稿，即《风险，重新定性，特别措施（讨论稿）》，《全球价值链背景下
利润分割的应用（讨论稿）》，《争议解决机制（讨论稿）》和《跨境大宗商品交易
转让定价问题（讨论稿）》，分别回应了其中多项行动计划。
经合组织就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中的第 4 项行动计划，即通过利息列支和支
付其他财务款项以限制税基侵蚀的行动计划发布了一份讨论稿。该讨论稿对如何设计
税务规则以解决运用利息列支和支付其他财务款项来实现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关键
问题征求意见。第 4 项行动计划的目的包括建立转让定价指南中“关于关联方财务交易
定价，包括财务担保和履约保证，衍生产品（包括在银行间交易中使用的内部衍生产
品）以及专属保险和其他保险安排的定价”。但是，这部分转让定价指南的内容并未在
前述四份讨论稿中提及。
《风险，重新定性和特别措施（讨论稿）》2拟修订转让定价指南第一章 D 部分，强
调准确描述真实交易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关于风险相关性和风险分担的指导。此讨论稿
提议增加一个新的章节，允许不承认一些特定的关联交易。另外，当中也提出了一些
特别措施的可能性，但强调提议的措施只是概述，若要进一步考虑，仍需大量设计工
作。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利润分割的应用（讨论稿）》3中，经合组织列举了八种较难以
采用单边转让定价方法来确定符合价值创造的转移定价成果的情境，而在这些情境
下，采用利润分割方法可能较为适合。在提出这些情境的基础上，经合组织针对交易
性利润分割方法的应用提出了相应问题。经合组织可能会根据这些问题的回应对转让
定价指南第二章中交易性利润分割方法的应用进行修改。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中的第 14 项行动计划“让争议解决机制更加有效”的讨论
稿4采用了以下四条组织原则：
•
•
•
•

确保与相互协商程序有关的税收协定义务得到全面的善意执行；
确保行政程序可以促进避免和解决与税收协定有关的争议；
确保纳税人在符合资格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进行相互协商程序；
若争议案件进入相互协商程序，则确保案件得到妥善解决。

2015 年 2 月 6 日，其中关于《争议解决机制（讨论稿）》的意见征集已于在 2015 年 1 月 16 日截止。

2

http://www.oecd.org/ctp/transfer-pricing/discussion-draft-actions-8-9-10-chapter-1-TP-Guidelines-risk-recharacterisation-special-measu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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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ecd.org/ctp/dispute/discussion-draft-action-14-make-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s-more-effective.pdf

该讨论稿进而指出了 22 个会影响相互协商程序机制解决与协定有关争议的障碍，并且提出了 34 个解决这些障碍的可行选
择。
《跨境大宗商品交易转让定价问题（讨论稿）》5提出了额外的指导，表明可比的公开报价或公开价格可以在可比非受控法
中应用，若关联方对于实际定价日达成一致的相关证据无法提供，则可以采用核定定价日。
德勤的转让定价团队将会举行以下在线讲座来深入探讨这几份讨论稿。欢迎点击以下链接登记参加6：
•

亚太地区在线讲座– OECD/G20: 风险，重新定性和利润分割讨论稿，1 月 30 日，中国香港时间下午 2 时
https://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prereg/register.jsp?clientid=1168&eventid=923474&sessionid=1&key=75DE74E746624059052EA355A1E1AF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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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在线讲座将会用英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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