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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中国已与 42 个国家建立国别报告信息自动交
换关系

根据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即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简
称“BEPS”）第 13 项行动计划的最终成果报告，二十国集团和经合组
织共同制定了《国别报告实施方案》，各国可以通过以下三个主管税务
机关协议模板来交换国别报告，即：






《关于国别报告信息交换的多边主管税务机关协议》（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on the Exchange of
Country-By-Country Reports，以下简称：CbC MCAA）
基于《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别报告交换协议（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on the Exchange of Country-byCountry Reports on the Basis of a Double Tax Convention，
以下简称：DTC CAA）
基于《税收信息交换协议》的国别报告交换协议（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on the Exchange of Country-byCountry Reports on the Basis of a Tax Information
Exchange Agreements，以下简称：TIEA CAA）。

截至 2018 年 11 月初，包括中国在内的 74 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了 CbC
MCAA，目前已有超过 1,900 个信息自动交换关系搭建完毕。
根据经合组织转让定价国别报告信息交换系统计信息显示，截至目前，
中国已与 42 个国家建立了双向的国别报告信息自动交换关系，分别为：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克罗地亚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拉脱维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墨西哥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俄罗斯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英国

此外，中国与塞浦路斯及罗马尼亚两国建立了国别报告信息自动换入关
系，即对于跨国企业集团在中国设有成员实体的、国别报告申报国家为
塞浦路斯及罗马尼亚的，该集团公司国别报告信息将通过国别报告信息
自动交换平台提供给中国税务当局。
中国跨国企业集团申报的首份国别报告在以上建立的国别报告信息自动
交换关系下，自 2017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的财务年度将进行自动信
息交换；根据 BEPS 第 13 项行动计划的建议，跨国企业集团财务年度结
束之后的 18 个月内完成相应年度国别报告的信息自动交换工作。
德勤评论
2018 年开始，中国税务当局加快了建立国别报告信息自动交换关系的步
伐，在与英国、德国、法国成功搭建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的基础上，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除美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以外的所有二十国
集团成员成功搭建了国别报告信息自动交换关系，未来预计更多主管税
务机关会基于 CbC MCAA 协议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信息自动交换关
系。

首次交换年度
经合组织转让定价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统计信息显示，中国对外交换
的国别报告信息适用于跨国企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开始的财务
年度。换而言之，需要申报国别报告的中国居民企业，在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通过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申报的 2017 年国别报告，将会在
2019 年 6 月前作为首次交换年度的信息完成自动交换。

国别报告的本地申报
根据 BEPS 第 13 项行动计划，如果主管税务机关在规定条件下因某些原
因无法正常获取或使用国别报告，则可以采用合理的补充申报机制
（Secondary Mechanism），直接要求跨国企业集团在当地的成员实
体在本税收管辖地内进行本地申报（Local Filing）。上述原因主要包
括：




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控股企业所在税收管辖地不要求提交国别报告；
主管当局之间在当前的国际协议下未能及时达成保证国别报告信息交
换的主管税务机关协议；
尽管双方就信息交换已达成协议，但国别报告实际并未交换成功。

在中国目前已经建立的 42 个国别报告信息交换关系下，如果 2017 年国
别报告成功交换，按照 BEPS 行动计划建议，中国跨国企业的境外税收
管辖地税务机关，将不会再要求由其当地成员实体进行国别报告本地申
报，而是通过主管当局间协议通过信息交换方式自动获得。
为了避免补充申报机制（如本地申报）的滥用，经合组织强调应当由跨
国企业集团最终控股企业准备和申报国别报告这一基本原则，并敦促各
国之间建立国别报告信息自动交换关系。但是，我们观察到部分国家在
当地的法规中规定，即使两国已经搭建了国别报告信息自动交换关系，
且国别报告已成功交换，跨国企业的当地成员实体仍可能需要履行有关
的本地申报义务（如澳大利亚）。因此，即使某些中资跨国企业集团的
海外成员实体位于已搭建自动信息交换关系的上述 42 个国家，相关企业
仍需了解该国对本地申报是否有特别要求，以免产生合规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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