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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于 2 月 6 日发布了转让定价报告及分国
别报告指南1。该项期待已久的指南回答了纳税人较为关心的多项问题，包括何时准备
并提交分国别报告、哪些企业需要准备分国别报告、分国别报告如何被各国使用，以
及政府之间的分国别报告交换机制等。
指南要求集团合并年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的跨国企业应当提交分国别报告。据经合组
织所述，这一标准使得约 85%至 90%的跨国集团免除了提交分国别报告的义务，但
需要按照该要求准备报告的大型跨国企业控制了全球跨国企业总收入的约 90%。
经合组织提出，7.5 亿欧元的指标平衡了分国别报告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与由此产生
的税收征管利益。同时， 在 2020 年对新报告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复核时会再次审议
这一指标的适当性。
跨国公司应当针对开始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的财务年度准备并提交分国别报
告。根据 2014 年 9 月颁布的《转让定价同期资料报告及分国别报告指南》，从需要
准备分国别报告的财年结束之日起，跨国公司有一年时间准备和提交该财年的分国别
报告。因此，对于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结束的财年，其分国别报告应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提交。如果财年结束日期晚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那么其分国别报告可
在 2018 年提交（即在该跨国公司财务年度结束后的 12 个月内提交），报告内容将会
对应于该跨国公司起始日期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第一个财年。
需要注意到的是，跨国公司财务年度根据其合并财务报表的报告期间确定，而非基于
纳税年度或者集团内个别实体的财务报告期间。
参与 BEPS 项目的各国已经达成一致，各国会针对分国别报告中信息的机密性执行相
当于《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税收情报交换协议》（简称“TIEAS”）或者税收
协定的强制法律保护措施。
在分国别报告信息的合理使用方面，指南指出，各国政府可以使用分国别报告对转让
定价和其他 BEPS 风险进行概括性评估，但是不应基于分国别报告数据，通过所得分
配公式对所得提出调整。然而，各国政府仍可以基于分国别报告中的信息对跨国公司
的转让定价安排提出疑问，这可能是经合组织提出分国别报告的目的所在。
评论

之一。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目前还未就 2014 年 9 月经合组织发布的工作成果报告中关于分国
别报告的部分发表进一步的看法。鉴于经合组织近期有关分国别报告的行动计划，我
们预计国家税务总局可能会在 2015 年初发布的 2 号文（即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
修订稿中披露更多相关操作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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