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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为验证跨国集团的关联企业间货物买卖与劳务提供交易符合常规交易原则，

越南的转让定价规定要求企业准备相应文件作为佐证。而在Covid-19疫情发生之前，税

局部门已开始针对实质相较于形式、调整价格前后造成的差异、以及充足的佐证文件等

方面屡屡提出挑战。

在第一期文章中，我们针对疫情导致跨国企业的传统产业链中断问题，对建立新交易流

程以调整集团内交易安排的急迫性进行了探讨。而在本期，德勤将基于我们对越南转让

定价发展历程的观察与经验，提供更多相关议题的观点。我们希望本信息有助于越南本

地首席执行官或首席财务官与集团总部或/与区域间的交流。

第二期：重新审视关联企业交易

转让定价文章系列

本系列的讨论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背景信息

4. 转让定价专家角度下的业务重组

5. 低风险企业是否更能抵挡 Covid-19疫情

冲击?

6. Covid-19疫情对预先定价安排及/或其

执行层面的影响

7. 转让定价稽查趋势：放宽对纳税人的

查核抑或更加激进的国家税收预算？

1. Covid-19疫情导致的产业链中断——集

团现有产业链模式转型与潜在风险。详

细内容请点击链接。

2. Covid-19疫情导致集团内预计进行的定

价政策安排失效及其重组需求

3. 受 Covid-19疫情影响导致年度成本亏损

或盈利浮动的应对计划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vn/Documents/tax/vn-tax-transfer-pricing-sharing-series-episode-1-may2020-simp-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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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Betsy Bohlen， Steve Carlotti， and Liz Mihas，McKinsey & Company， “How the recession has changed US customer behavior”,2009年12月1日，
摘自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consumer-packaged-goods/our-insights/how-the-recession-has-changed-us-consumer-behavior

德勤的观察与建议

相关文档的保存

一般情况下，纳税人应至少备妥以下有关文件以

证明：

• 移转的货物为满足本地买方所需；

• 关联企业提供劳务的必要性和所带来的经济价

值；以及

• 符合常规交易原则及集团内关联企业一致的费

用标准。

在完整的税务稽查工作中，纳税人可能被要求提

供实质性证明，如证明供应商可提供该等劳务的

能力（如其业务功能、规模、资产等）。

除此以外，在疫情结束后的环境下，首席执行官

或首席财务官应从转让定价角度考虑哪些问题?

与往年相比，境内的劳务费，例如按关联

企业间协议向越南有限风险企业收取的商

标使用费，可能因效率下降而减少。根据

麦肯锡2009年出版的消费者研究报告，尽

管已度过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经

济处于复苏初期，但很大一部分消费者仍

转向购买较低端品牌产品，而非原偏好的

高端产品1 。重点在于，在经历经济萧条的

影响下，虽然品牌价值仍然存在，但其本

身为买方或分销商带来的收入挹注不如以

往。因此，短期内可考虑将品牌的使用费

比率降低。

任何情况下，我们建议本地首席执行官与

财务官积极与集团保持沟通，以掌握集团

观点对本地业务的影响。

重新审视关联企业交易

大多数位于越南的外资企业为跨国集团的子公

司，且被划分为有限风险企业。然而，本地企

业应留意，有限风险并非完全无风险，意即，

像是本次全球爆发的COVID-19疫情，企业的经

营结果可能会受到无可预测因素的影响。换

言之，本地有限风险企业和承担企业风险的集

团总部所要分摊的本地及区域影响程度会是一

个关键问题。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集团内所有的

关联企业都要分担不同程度的损失。据此，企

业应在集团整体层面考量有效的事前规划并及

早调整集团内部交易安排。对于越南有限风险

企业，预估其今年的利润水平将低于前一年度

的中位数，或甚至低于常规交易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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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往知来

多数纳税人将于2021年申报其2020处于COVID-19疫情的下的经

营结果，因此纳税人还有时间以与总部讨论调整关联企业间交

易的可能性。可考虑因素之一是评估从过往危机所得到的经验。

自1997年起，约每10年就会发生一次全球规模的重大经济衰退。

虽然各行各业受到的影响不相同，但是通过分析在过去的事件

中发生的问题以及做出的回应，以在危机期间保持发展，将是

在此巨变的环境中制定新安排的有力基础之一。

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

独立交易方之间的商业合约通常包括不可抗力条款。建议纳税人应与法律顾问一起检视

与劳务供应商的协议中有关此条款的规定。本地企业可考量针对Covid-19影响的部分适

用补偿条款，例如外国供应商交付生产材料的时间延迟。此外，在法律和技术上，企业

亦需要考虑延迟付款的罚款。我们建议在本地企业的转让定价报告中，以量化数据明

确记录此等情况。

预先安排以控管不确定因素

鉴于疫情后的营业环境难以预测，纳税人

可考虑对特定关联交易或为营运财务结果

申请预先定价安排（APA)。技术层面上，

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观点及

国际操作实务，APA的目的为增加集团内

部订价政策的透明性以及为企业和税务机

关提供可信的计税基础。

自2013年越南政府颁布第201/2013/TT-

BTC号文为APA文档申请提供指引以来，

许多企业已向越南政府申请适用APA。预

估在未来颁布新指引后，越南政府在APA

机制的应用上会有突破性进展，以确保企

业的税负情况稳定。因此，建议本地首席

执行官与财务官提呈总部留意此议题，以

作为管理本地业务不确定性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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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上述内容为我们针对常见安排的观察和建议。不同行业性质及影响程度将导

致不尽相同的交易安排。若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与您合作，携

手度过难关，共同繁荣发展。

德勤如何协助

• 从越南在地角度进行关联交易深度分析

• BEPS -关联企业间的契约或协议视图

• 转让定价同期报告视图

• 转让定价健检

• 预先订价安排策略规划、文件准备及申请过程协助

下期议题：

下期，我们将探讨受 Covid-19疫情影响导致年度成本亏损或盈利浮动的应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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