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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PS第 8项行动计划：经合组织
发布关于难以估值无形资产讨论稿 
 
6月 4日，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或“OECD”）发布了关于税基侵蚀与
利润转移（即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简称“BEPS”）第 8项行动计划下“难
以估值无形资产”问题的讨论稿。经合组织提请公众在 6月 18日前发表相关意见，针
对该议题和其他转让定价议题的公开讨论会将于 7月 6日、7日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
织会议中心召开。 
 
该讨论稿对经合组织转让定价指南 2010版中的第六章有关难以估值无形资产的部分
进行了更新（在 2014年 BEPS行动计划关于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报告中，这部分内
容已被加以括号和阴影作特别标注）。经合组织在 2014年 12月 19日发布的一份讨
论稿中针对转让定价指南第一章提出了有关难以估值无形资产（即 Hard-to-value 
intangibles, 简称“HTVI”）的修改建议；而此次发布的文件集中讨论了上述讨论稿第二
部分中的选项一，该选项使税务机关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事后结果（即纳税人之
间可能采用的或有付费机制）作为判断无形资产转让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推定依
据。 
 
在交易时点对价值认定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时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定价 
 
此次发布的讨论稿指出，如果在转让时一项无形资产或权利的价值存在高度不确定
性，将引发如何确定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交易定价问题。解决该问题需参考独立企业
之间在估值不确定时所采取的做法。 
 
根据该讨论稿，独立企业间基于不同的事实和情况可能有一系列不同的定价安排。在
交易之后的情况发展可被充分可靠预计的情况下，独立企业可能基于预期收益在交易
开始时以固定价格（“事前定价”）进行交易。而在其他情况下，独立企业可能认为仅
基于预期收益所确定的定价并不能有效避免无形资产价值的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
险。在后一情况下，独立企业可能会考虑下列措施： 
 

• 采用短期协议； 
• 在协议中加入价格调整条款； 
• 采用阶段性付款方式； 
• 随着被许可方的收入增长相应上浮特许权使用费率； 
• 如果发生重大不可预见事项导致用于定价的基本假设发生改变，则对定价进
行重新协商。 

 
讨论稿指出，如果独立企业之间将采用价格调整条款，那么税务机关也可以基于此类
条款确定定价合理性。 
 
讨论稿阐述了税务机关在评估纳税人定价时可能或应该考虑的事项所面临的难题。由
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可能就商业运营环境存在信息不对称性，这将增加错误定价的系
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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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估值无形资产 
 
讨论稿提出了对难以估值的无形资产应予以特殊考虑的一些特征。无形资产难以估值的情形是指，关联方之间转让该项无
形资产或相关权利时无法取得足够可靠的可比数据，并且缺乏对被转让无形资产未来产生现金流或所得的可靠预测，或用
于评估无形资产价值的假设基础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难以估值无形资产可能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 
 

• 无形资产在被转让时仅完成了部分开发； 
• 预期无形资产在被转让后的若干年内不会被用于商业应用； 
• 虽然某项无形资产不会被单独视为难以估值无形资产，但其与其他难以估值无形资产的开发与价值提升相关联； 
• 根据转让时的判断，预期无形资产会被进行创新型应用。 

 
实务中，由于不少无形资产往往都可能具有上述难以估值的特征，因此这份讨论稿很可能将适用于许多无形资产转让交
易。 
 
讨论稿提出，当难以估值的无形资产进行转让、且转让后实际结果和事前预测存在显著的差异时，税务机关可以提出采用
或有付费的定价安排，即在转让完成以后年度，基于无形资产的实际使用结果而确定转让价格。然而，如果税务机关可以
确定用作定价的事前预测具有可靠性，那么就不应再根据事后的实际结果调整转让定价。此外，讨论稿包含了一项例外规
定，即在同时符合以下两项条件的情况下，对事后实际结果的审查不应影响之前的交易定价。这两项条件是：（一）企业
能够提供转让无形资产时用于确定定价安排所使用的事前预测的全部细节；（二）企业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表明任何财务预
测和实际结果之间的显著差异都是由于无法预见的特殊事件导致（例如竞争对手的意外破产或交易后发生的自然灾害）。 
 
 
评论 
 
尽管讨论稿并未直接使用“与收入匹配”这一术语，但讨论稿中涉及的概念性框架似乎与美国转让定价法规中的收入匹配原
则和定期调整等规定十分类似。 
 
由于本讨论稿的出台初衷是基于纳税人与税收征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从纳税人角度而言，不太可能依照讨论稿
中所提及的相关指引规则自行发起交易的事后调整。当然这一问题即使在美国法规下也一直具有争议且持续至今。 
 
讨论稿中还有一些地方有待澄清和改进，其中包括： 
 

• 讨论稿提到税务机关行使事后调整应当仅适用于实际财务情况与事先定价时所作的财务预测发生重大差异的情
形。从降低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看，引入类似美国法规中的安全港规则可能对此有所帮助，例如可以规定只有当实
际财务表现超过预期值的 120%或低于预期值的 80%才需要进行事后审查调整。 

• 可以考虑增加更多关于事后审查的案例，例如涉及未预计的宏观经济表现（衰退、低迷或超速增长）或政府行为
引起的重大预计偏差等。 

• 从合理性角度来看应对于运用特别措施追溯以前年度交易的时限进行规定。例如，除非需要极长的开发时间，一
般不应当向前追溯 15年以审查一笔无形资产交易。 

• 对于部分措辞应当作进一步解释，例如“部分开发”“交易后的数年”“创新”等，从而限制对难以估值无形资产运用特
别措施的情形。 

• 讨论稿没有对交易合同中包含的或有对价条款是否应被遵守发表任何看法。如果或有对价条款可以被接受，纳税
人可以自行对初始估值结果进行正向或反向的事后调整，而无需通过双边协商过程（MAP）进行。讨论稿应当进
一步澄清这方面的问题。 

• 讨论稿中提到的特别措施是否仍旧遵循独立交易原则，还是已逾越了独立交易原则尚不明晰。讨论稿开始的部分
似乎强调相关的修改建议遵循独立交易原则（与美国的收入匹配原则类似）。然而，公众可能无法同意这样的观
点。但如果特别措施不再遵循独立交易原则，则双边税收协定需要作出相应修订以使得这些特别措施能够生效
（包括经合组织协定范本第九条，以及 BEPS项目下以多边工具达成的双边税收协定）。 

 
在经合组织 6月 8日的网络直播中，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转让定价和金融交易部门主管 Marlies de Ruiter表示，经合组织
将不再对转让定价指南讨论稿的第一章发布新的修订讨论稿。对于第一章修订的其他信息和其他 BEPS行动计划指南将在
6月 10日至 11日于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经合组织会议或 7月 6日至 7日于法国巴黎进行的磋商会议上作进一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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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本文的电子版或更改收件人信息，请联络陆颖仪 Wandy Luk (wanluk@deloitte.com.hk) 或传真至+852 254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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