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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C6 是什么？谁将会受到影响？

欧盟正在引入一项新的报告制度，即欧盟税务管理合作指引第六版（EU Directive
for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in (Direct) Taxation, 6th version，以下简称"DAC6"），
旨在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防范潜在的有害税收实践。DAC6 要求欧盟各国的中介
机构（或在某些情况下的纳税人）向税务机关报告关于应报告的至少涉及一个欧
盟成员国的跨境安排的信息。此后，税务机关须与其它欧盟成员国税务机关定期
交换信息。涉及欧盟成员国跨境安排的任何企业均需要关注此项新制度。
中介机构可能是进行设计、推广、组织或者提供实施方案、或者管理应报告跨境
安排的实施的任何人（如，设立在欧盟的律师事务所、银行、税务咨询机构）。
由于 DAC6 对中介机构的定义很宽泛，其不仅包括外部顾问，还可能包括企业内
部为关联公司提供税务咨询服务的职能部门。如果中介机构没有报告或无法报告
应报告的跨境安排的信息（如非欧盟中介机构），则受益于该跨境安排的纳税人
可能有义务报告。此外，涉及欧盟国家的跨境安排中的任何参与方一般应取得报
告已完成的支持性证据资料（或是确认无需报告），同时保持对报告信息的监
督，从而监控潜在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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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位于亚太地区的纳税人如在某欧盟国家实施应报告的跨境安排而没有位于
欧盟的中介机构协助，或是虽有欧盟中介机构但该中介机构未能提交报告，则纳
税人应特别关注是否有自行报告义务以避免因疏忽未能进行报告而受到处罚。
2.

用于判断跨境交易是否应报告的标志都有哪些？

并非所有涉及欧盟国家或地区的跨境安排都需要报告。DAC6 规定具有以下 A、
B、C、D 或 E 类中一个或多个标志的安排为应报告的安排。这些标志的定义非常
宽泛，因此企业需充分考虑其具体适用性。评估特定安排是否属于 DAC6 要求的
应报告的安排是合规流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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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类 - 通用标志
1. 保密：要求向税务机关或其他中介机构保密的安排；
2. 或有收费：根据以下因素确定的收费：
a. 税收利益金额；或
b. 税收利益是否实际取得。
3. 基本上是标准化的文档：广泛适用多个纳税人且无需进行实质性定制化的修
改。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B 类 - 特定标志
1. 亏损：为减轻纳税义务实施特殊安排取得亏损，包括向其它税收管辖区转移
亏损或加速亏损的使用；
2. 转换：将所得转换为资本、税负更低的赠予或其他类别的收入；
3. 循环：通过设立不具有商业职能的中间实体实现资金循环周转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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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类 - 与可税前扣除的跨境交易相关的特定标志
1. 关联方之间进行的可税前扣除的跨境支付且存在以下情形：
a. 收款人不具有税收居民身份；
b. i. 收款人所得适用税率为零或接近零，或
ii.收款人为欧盟非合作管辖区域税收居民；
c. 收款人所得全额免税；
d. 收款人适用税收优惠政策。
2. 折旧：同一资产折旧在多个税收管辖区域扣除；
3. 就同一所得或资本在多个税收管辖区域适用避免双重征税；
4. 资产转让：交易所涉及的税收管辖区域对交易对价（应付金额）的认定存在
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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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类 - 关于自动信息交换和受益所有人的特定标志
1. 规避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的安排；
2. 涉及与不透明的法律主体或受益所有人的安排。
E 类 - 关于转移定价的特定标志
1. 单边适用转移定价安全港规则；
2. 缺乏可比价格或未来盈利预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无形资产转让；
3. 造成重大利润转移的功能、风险和资产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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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期限是什么？

针对 2018 年 6 月 25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已经开始实施的安排，DAC6 最初
要求有关信息应在 2020 年 8 月 31 日之前一次性上报，而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实
施的安排则应在 30 日内上报。纳税人或有报告义务的中介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判
断 30 日报告期限的起始日。 根据 DAC6 提供的示例，按照应报告安排的可供执行
日或准备执行日或开始实施日孰早来确定该起始日。未能如期报告的纳税人或中
介机构可能面临重大声誉损害及财务处罚（大部分国家或地区规定的罚款金额超
过 20,000 欧元，而有一些国家或地区规定的罚款甚至超过 500,000 欧元）。
2020 年 6 月欧盟理事会宣布可选择允许 6 个月延期报告和信息交换，延期后的首
次报告期限将推迟至 2021 年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例如英国、比利时和卢森
堡）已经在国内法律中规定允许延迟首次报告期限，而少数国家（例如德国、芬
兰和奥地利）则已宣布仍保持首次报告期限不变，从而导致欧洲各国规定的 DAC6
首次报告期限不一致。
4.

我们能为您提供什么帮助？

由于部分国家的报告期限紧迫且报告制度适用于在欧盟开展业务的所有企业，德
勤团队正与欧盟各国的税务机关和行业机构进行密切合作，跟踪 DAC6 在欧盟各国
的实施情况。我们也正协助各类企业采取以下积极措施确保其合规申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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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策略：响应合规要求、内部讨论政策、提请管理层重视，并制定计划确保有效合规；



评估影响：识别应报告的安排（包括交易和架构），并确定报告义务；



技术手段：确定有效技术手段收集应报告的信息，并将其进行整合供报告之用；



实施培训：通过线上学习或线下培训提高企业内部对合规报告的认识；



跟踪法规：实时跟踪法规变化，并及时与负有报告义务的中介机构或纳税人分享相关信息。

EU MDR Reporter
德勤团队已开发一站式工具“EU MDR Reporter”协助客户履行 DAC6 下的合规义务。该工具可以存储相关安排信息、协助用
户根据当地法规判断是否触发报告义务，并提供简明高效的报告流程。该工具实时记录的报告义务判断过程还可为应对税
务机关的后续询问提供档案支持。
如您对 DAC6 有任何疑问或需求，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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