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益加重的稅務法規遵循的負擔，以及來自稅務機關
加強查核力度所帶來的稅務風險，是所有企業目前及
未來必須正視與面對的事實，尤其跨國企業應該掌握
各國頒布的最新法規，並透過交流溝通平台，以掌握
稽徵實務變動的趨勢。資誠以實際行動參與及以專業
促進兩岸產官學界稅務交流，來實踐我們的企業責
任，照片內容為資誠會計師參與 2013 年中華產業國
際租稅學會與中國國際稅收研討究會在福州市舉辦之
「第一屆海峽兩岸國際稅收交流研討會」，出席人員有
吳德豐會計師（現任租稅學會理事長），郭宗銘會計師
（資誠稅務法律營運長）等，大陸出席人員有稅收研
究會會長王力先生(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前副局長)及國
際稅務司與各省稅局主管等一共七十多人參加，場面
盛大且獲致豐碩研究成果，對促進兩岸稅務交流起到
積極作用。
「第二屆海峽兩岸國際稅收交流研討會」將於今年 11
月於台北舉辦，參加者除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會員
外，尚有數十位兩岸產官學界重量級代表，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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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國稅局率先發布對“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官方立場

背景

近年來隨著跨國投資的熱絡及資訊科技的發展，跨國企業經常藉由各國不同的經濟環境及稅制

差異進行租稅規劃及利潤移轉，此舉遂使各國政府稅基遭到侵蝕，課稅主權及稅賦公平受到影

響。有鑑於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下稱 OECD)爰著手進行研究，並應 G20 要求於 2013 年 2

月發布「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以下簡稱 BEPS)報告，嗣後

更發布應對 BEPS 行動計劃的討論稿，其中包含許多新的徵稅原則和發展方向建議。

中國雖非 OECD 會員國，但身為 OECD 之重要合作夥伴及 G20 成員國，中國多次於對外聲明

中表達對共同遏止 BEPS 的支持。

在中國打擊 BEPS 的理念下，擁有外資比例甚高的江蘇省國家稅務局(以下簡稱江蘇國稅局) 近

期率先發布了《2014-2015 年度國際稅收遵從管理規劃》(以下簡稱《管理規劃》)。《管理規劃》

涵蓋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明確了目前江蘇省對防堵 BEPS 的關注和看法；第二部分歸納了「企

業跨國稅源風險點」(大部分風險點皆與 BEPS 相關)；第三部分則揭露江蘇國稅局對於防範稅

基侵蝕、利潤轉移或某些特定避稅方案的應對措施。茲將《管理規劃》的主要內容簡要說明如



下：

一、 對 BEPS 報告的關注和看法

在國際社會對 OECD 發布的 BEPS 高度重視的背景下，江蘇省國稅局結合中國稅收法律

法規及該省徵管實踐的分析，提出了對 BEPS 的關注重點：

 中國市場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

《管理規劃》指出市場與價值創造及利潤實現有重大相關性，認同 BEPS 報告中轉讓

定價的結果與價值創造相一致的概念，以及支持《聯合國發展中國家轉讓定價手冊》

中的成本節約和市場溢價理念。值得注意的是，江蘇國稅局提出「中國市場的特殊性」

概念，提醒跨國企業在集團價值利潤分配時須充分考量中國為新興經濟體及擁有龐大

內需的特殊性。

 徵稅權及利潤歸屬必須與經濟活動的實質相一致

在徵稅權方面，《管理規劃》著重經濟活動的實質，若跨國企業的實際經營活動發生在

中國，即不應以空殼公司或其他人為方式將應稅所得轉移至海外，藉以避開中國稅收

管轄。轉讓定價方面，《管理規劃》強調中國公司在集團中的利潤占比，若企業於中國

之經營活動以製造為主，僅承擔有限風險，集團分配予中國子公司之利潤要與該子公

司之職工人數、工資和固定資產在集團中所占比例相匹配，於此原則下，若跨國企業

增加中國子公司之研發、營銷、管理等職能時，應隨之反應於中國子公司之利潤。另

一方面，若將中國子公司之職能移轉至海外，須考慮對中國子公司給予相對應的補償

支付。

由《管理規劃》所舉的例子可見江蘇省國稅局在進行轉讓定價可比性分析時強調「功

能」要素的作用，而「風險」要素則次之。

 增加轉讓定價文檔的透明度

《管理規劃》認同 BEPS 報告中提出的「納稅人和稅務機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轉

讓定價爭議的關鍵，因此鼓勵跨國企業除按中國稅法規定準備相關資料外，應積極且

主動披露更多海外關聯公司之信息，如：經營實質、財務狀況、商業模式、於其他國

家(地區)的納稅情形等，藉此提高稅收透明度，增進稅務機關與企業間的信任及合作。

 在數字經濟(即數位經濟)下創設新的徵稅權

在信息技術的發展下，跨國企業即使未在當地設立實體機構，仍得透過互聯網取得跨

國所得，藉此規避常設機構的認定，故此，傳統以所得來源地劃分徵稅權的方式及實

際管理機構的判定已難適用。《管理規劃》特別指出此一現象造成中國徵稅權的流失，

需重新建立「所得來源地」的判斷標準。

此外，《管理規劃》還強調企業藉由「內部控制」管理轉讓定價風險的重要性，且明確提出

將國稅局已針對企業關聯交易內部控制進行測試和評估，期望企業亦能關注與配合藉由內

部控制的完善降低轉讓定價的風險。



二、 企業跨國稅源風險點

《管理規劃》歸納了十三項企業跨國稅源風險，其主要概念與上述對 BEPS 報告之看法

不謀而合，包含：利用在避稅地設立多層控股公司或離岸帳戶以規避稅收管轄；職能定位

與經濟實質及利潤比重顯不相當；跨國集團通過關聯方之間的合同條款轉移了境外公司源

自境內之應稅收入，從而規避納稅義務等等。基此，《管理規劃》提醒跨國企業應合宜處

理各類風險，例如，境外註冊公司之實質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根據中國稅法應認定為中

國居民企業，納入中國稅收管轄範疇，對此企業應主動申請居民身分認定以免後續爭議。

《管理規劃》亦提及江蘇國稅局將根據經濟實質重新認定子公司應有之利潤，且針對有提

供研發服務之境內公司，考察其研發人員的構成、研發投入、成果及使用情形，對於不符

合獨立交易原則的安排將進行特別納稅調整。

三、 2014-2015 年度稅務機關的風險對應措施

《管理規劃》明確指出江蘇省國稅局將綜合運用各種方式應對跨國稅源風險，包含建立綜

合數據分析系統、整合內外信息如各稅種申報信息、外部商業資料庫以及海關、商務、工

商各部門信息等以有效掌握企業狀況、進行企業風險等級劃分等。同時，《管理規劃》亦

明示江蘇省國稅局將加大反避稅調查力度，提高調查層級，並且利用與其他國家交換情

報、與外資企業的海外總部建立溝通管道等手段強化國際稅收管理及監督。

資誠觀察

OECD 發布的 BEPS 報告受到國際各界的關注，各國政府希望藉由遏止 BEPS 修補租稅漏洞，

而身為OECD重要合作夥伴的中國在處理國際稅收管理時亦支持此一理念。江蘇省國稅局的《管

理規劃》是中國稅務機關首次以書面文件正式表達對 BEPS 的官方立場，對 BEPS 觀點和看法

皆採取正面支持的態度。

我們認為此次江蘇省國稅局發布的《管理規劃》有兩個重要含意，一為《管理規劃》既由外資

投資額甚高的江蘇省發布，可能係中國稅務總局出台中國官方立場前，對跨國企業和國際社會

反應的試探；一為此《管理規劃》很可能成為其他地方稅務機關在處理關聯交易問題時的指引。

基於中國對 BEPS 的重視，不排除中國未來將採取更積極的反避稅措施。建議跨國企業密切注

意相關發展，及早檢視自身稅務安排，調整存有潛在風險的環節，包含職能配置、交易流程、

內部控制制度等，並且依據法令備妥相關文件，以有效的掌控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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