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评论 
 

数字经济征税方案下“统一方

法”与现行转让定价规则碰撞之

初探 
 
为促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国集团（G20）包容性框架下成员国

能够尽快对数字经济环境下的新征税权规则达成共识，OECD 秘书处针对数字

经济征税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 Pillar One（支柱一）起草了新的提案，并称之为

“统一方法”。该“统一方法”的公众征询意见稿已于 2019年 10月 9日发

布，并且 OECD于 11月 21及 22日在巴黎召开了公众意见征询会。 

 

征询意见稿提出“统一方法”将适用于“面向消费者的大型企业”，即从广义上

指通过提供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或提供具有面向消费者元素的数字服务而产生收入

的企业。“统一方法”提出数字化经济环境下新实际联系规则，并就如何根据新

实际联系规则判定市场国征税权，如何重新界定在市场国发生的营销和分销行为

相关收益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尽管现阶段“统一方法”只是提供了一个框架，在 OECD后续研究中还有大量

技术性细节需要进行探讨和推敲，但从“统一方法”提出的各种利润分配思路不

难看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现行的转让定价分析方法，以支持市场国在新数字经

济环境下征税额的确定。由于新的规则仍不清晰，许多细节在目前阶段尚无答

案，本文仅从几个角度对“统一方法”下新的利润分配方法与现行转让定价规则

间的相互碰撞进行初步探讨。 

 

1. “统一方法”下的利润分配方法与现行转让定价方法 

“统一方法”所提出的“新实际联系规则”旨在解决企业与市场国存在“持续且

重大”的联系但并无实际场所的情况下市场国的征税权问题。在“统一方法”

下，利润被划分为 A、B、C三种类型，并通过“三层利润分配机制”分配给市

场国。其中金额 A是在新实际联系规则下分配给市场国的利润，金额 B和 C 是

在传统规则下市场国可获得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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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A是通过确定“常规利润”和“剩余利润”，即以跨国企业集团根据一般

公认会计原则（GAAP）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而制定的合并报表中利润

总额作为出发点，剔除“常规利润”后，对“剩余利润”中归属于新征税权的部

分根据某一分配指标在市场国之间进行分配。这种新的利润分配方式结合了传统

转让定价方法中的剩余利润分割法和公式分配法，旨在为数字经济环境下如何判

断市场国征税权寻找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依据。其中对于剩余利润分割法的应

用，一方面充分考虑了数字经济给企业运营模式带来的改变，如市场国拥有的用

户和数据等营销型无形资产应如何被分配相应利润，另一方面仍强调交易型无形

资产、资本和风险等不归属于市场国的因素需要被剔除，这使剩余利润分割法在

现行转让定价规则下解决复杂转让定价问题的精髓在“统一方法”中得到了充分

的发挥；而使用公式分配法旨在体现通过制定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以降低传统转

让定价分析可能带来的争议，并希望更快获得众多成员国的认可。我们认为与其

说新的利润分配方式超越了独立交易原则，不如说是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为实现独

立交易原则而对转让定价方法的延伸。 

 

2. “统一方法”下剩余利润的确定与价值链和价值驱动因素的分析 

在现行转让定价框架下，得益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的影

响，价值链分析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使用利润分割法时，价值链分析可以帮

助梳理和识别企业集团经营过程中核心价值驱动因素，并据此判断核心价值驱动

因素所带来的非常规利润的归属。 

 

剩余利润通常指企业通过非常规活动（如与核心价值驱动因素相关的业务活动）

而获得的非常规利润。非常规活动包含多种业务活动，在数字经济下这些非常规

活动有些属于与市场国征税权相关的活动（如用户、数据或其他市场因素），也

有些并不属于与市场国征税权相关的活动（如核心技术和资产等）。因此，如何

准确识别企业非常规活动并合理归集属于与市场国征税权相关的非常规活动将成

为确定“剩余利润额”中可分配给市场国部分的关键。尽管“统一方法”下将采

用一个简化的方式来确认新征税权下需要分配至各市场国的剩余利润额，如使用

一个获得各国一致同意的固定比例，但该比例仍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市

场、不同业务线下价值驱动因素的差别，以及不属于市场国征税权的价值驱动因

素及其比重。 

 

3. “统一方法”下金额 B常规功能的回报 

在金额 B下，支柱一虽然提出了对于市场国所发生的市场营销和分销活动应给

予一定比例的固定补偿，但是对于如何定义适用于该固定补偿的活动仍未予明

确，以及对于采用单一比例形式还是采用综合考虑行业和地区的混合比例形式以

确定上述固定补偿，仍需要进一步确定。此外，在金额 B下，支柱一并未明确

该固定补偿的比例应主要取决于收入或是成本。虽然市场营销和销售活动产生的

经营结果主要体现为销售收入，但由于不同业务模式所带来的复杂性，以销售收

入作为固定回报的基础可能导致分配结果的扭曲，比如在远程销售模式下，企业

可能在市场国开展有限的市场营销和分销活动，亦可通过庞大的销售团队执行上

述活动，在现行转让定价规则下会根据企业在市场国承担的功能和风险判断应使

用收入或成本作为关联交易定价的基础，但在统一方法下由于远程销售问题已被

涵盖在了金额 A的分配中，所以在金额 B下以收入为基础的固定分配比例相较

于基于相关成本的补偿方式更容易导致分配结果的扭曲。 

4. “统一方法”下的利润分配原则与 DEMPE 

基于 OECD 现行转让定价指南，无形资产可以分为营销型无形资产和交易型无

形资产。同时，OECD 现行转让定价指南提出“承担无形资产开发、价值提

升、维护、保护和利用（“DEMPE”）相关的重要价值创造功能的一方拥有无

形资产的经济所有权，应依据独立交易原则对其所作出的贡献予以相应的补偿，

而仅拥有无形资产法律所有权的一方并不能享有无形资产的收益”。作为 BEPS

行动计划在转让定价领域的无形资产收益权的核心观点之一，DEMPE 的概念受

到各国的高度认可，并已开始在实践中应用。DEMPE 的概念强调在交易过程中

交易方对无形资产执行的核心功能以及承担的风险，这也充分体现了对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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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权的判定尊重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很多企业突破了传统的经营模式，使其能够在市场国未设立实际场所的情况下，就可以与消费者

及/或用户进行远程互动，而与市场国征税权相关的“非常规活动”中可能包含某些营销型无形资产，但实际场所的缺失

使得利用 DEMPE 的理念判断企业对上述营销型无形资产的贡献变得困难。市场国所拥有的用户以及用户产生的数据是

否可以认为是市场国对营销型无形资产所做出的贡献，并继而让DEMPE 理念得以使用，仍值得我们思考。 

 

5. “统一方法”下对于 “亏损”的考虑 

“统一方法”在探讨了根据新征税权下对于归属于市场国“剩余利润额”的分配，同时，也提出了对于“亏损”亦应一

并考虑。但对于“亏损”与“利润”是否采用同一方法进行分配仍有待探讨和明确。征询意见稿也提出，未来会引入一

些特殊规定以明确对于“亏损”的处理，比如与盈利年度“剩余利润额”抵减。亏损在某些高度数字化的行业显著存

在，如共享商业模式仍处于大规模扩张和增强用户黏度的过程之中，市场国越多，亏损可能越严重。在这种商业模式

下，如何利用统一方法对企业的亏损也进行相应的分配，相信各市场国也会非常关注。我们初步认为亏损的产生是一个

相对复杂的问题，非常有必要对企业亏损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若由于某一市场国自身存在的特殊原因（如高政治风

险）而导致的在这一市场国的亏损是否有理由与其他市场国共同承担也需进一步斟酌。 

 

6. 新的利润分配方式所带来的潜在双重征税问题 

“统一方法”下，金额 A、金额 B和金额 C通过“三层利润分配机制”分配至市场国，但企业在某一市场国确定的最终

整体利润总额不一定包含全部三类金额。 

 

针对已确认金额 A和 B均发生的企业，若该企业被判定在传统实际联系规则下市场国所从事的市场营销及分销活动已超

出常规活动范围，或者该企业存在与市场营销及分销活动不相关的其他业务，则会触发金额 C 的发生。总体看来，金额

C 是企业在传统实际联系规则市场国确定金额 B后的一个补充，以确保传统实际联系规则市场国获得总体利润符合现行

转让定价体系下的独立交易原则。但是，金额 C 的确认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充分反映企业在这一传统实际联系

规则下对市场国所执行的所有职能和风险的回报，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各税收管辖区的自行判定，这将有可能直接引发重

复征税的问题。为确保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分配的金额 B和金额 C与在新实际联系规则下市场国分配的金额 A不被重复

计算，各税收管辖区势必将积极协同制定多边争议解决机制，有效避免双重征税。 

 

如果“统一方法”得到各国的认可，在可预见的未来，各国税务机关则需要更专业的团队来确保“统一方法”的执行和

落地，同时也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协助企业解决此机制可能引发的双重征税和税务争议，在现行转让定价规则下的税收

争议解决机制，如预约定价安排，双边/多边税收磋商等也可能会得到企业更加广泛的使用。 

 

德勤观察 

 

“统一方法”的提出是 OECD 经过持续研究并融合前期关于支柱一的提案共性所形成的针对市场国利润以及征税权分配

规则的量化框架，该框架为最终形成数字经济下国际税收规则重构的长期解决方案奠定了初步基础。虽然该方法距离最

终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各成员国能够就此达成共识，毋庸置疑这一全新利润分配及征税规则将对现行的税收

协定、常设机构利润的判定以及转让定价规则产生重要影响。 

 

回顾中国在转让定价领域的发展，营销型无形资产、市场溢价等重要观点的运用与统一方法下的部分理念高度契合，也

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庞大的市场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深入探究。随着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加深，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国际化，在国际税收环境剧烈变化情况下，建议企业密切关注 OECD 针对“统一方法”以及后续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

同时也需要充分了解跨国经营所在市场国对上述问题的态度和观点、税收环境的变化及立法的动态，在业务规划时提前

做好事先评估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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