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陸移轉訂價管理的又一里

程碑—關聯申報和同期報告

新規定的發佈 

繼去年 9 月大陸國稅總局發佈《特別納稅

調整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後，遲遲未發

佈正式實施辦法，日前終於以 42 號公告

的形式對實施辦法中的關聯申報和同期報

告章節作出總結。在大陸稅局積極回應

BEPS 行動計畫（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背景下，該公告將是第⼀個落

實 BEPS 的法律文件，且將對大陸企業

2016 會計年度的納稅申報產生影響。 

本文將重點介紹 42 號公告對大陸企業帶

來的總體變化及關聯申報的新要求。下篇

將介紹同期報告管理的變化及對企業之影

響及注意事項。相較於原法規，42 號公告

的變化主要如下： 

42 號公告的變化 

資訊揭露範圍擴大：形式上，關聯交易申

報從 9 大表增加為 22 大表，其中新增了

國別報告表。同期報告由原單⼀報告變更

為「主體文檔」、「本地文檔」和「特殊

事項文檔」三項報告結構。內容上，新法

規強制要求更多集團資訊的揭露，如全球

供應鏈情況，總部與境外其他實體的利潤

率、實際稅負、訂價方式、集團無形資產

及融資活動等。對當地企業，42 號公告則

特別強調了無形資產、關聯勞務和股權轉

讓交易及企業在價值鏈中的貢獻情況，並

要求與集團其他實體進行比對。 
 

關聯交易分析要求提高：在傳統交易基礎

上新增熱點交易類型的揭露，包括股權轉

讓、金融資產交易等，並要求分析此類交

易的相關流程、影響訂價因素等。其次，

對不同業務/產品、關聯/非關聯交易下的

收入、成本和利潤水準要求揭露及比對。 
 

價值貢獻與利潤分配分析要求的新增：在

BEPS 浪潮下，大陸稅局正式在法律文件

中提出供應鏈價值分析，強調大陸企業應

獲得與其價值創造所對等的報酬，同時提

出「成本節約」和「市場溢價」等影響訂

價因素，並要求將此類因素納入考量大陸

企業利潤之報酬水準中。惟需注意，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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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鏈分析下，傳統的大陸代工模式及相關

的利潤配置將極易受到挑戰。 

 

對於關聯申報，42 號公告提出更全面的資

訊揭露要求。在對原申報表（購銷表、勞

務表、融通資金表、對外支付款項情況表

等）重新整合後，新增金融資產交易表、

權益性投資表等，還特別要求對企業財務

狀況進行拆分列示，以比對關聯與非關聯

利潤水準。國別報告表則要求揭露集團成

員資訊。需注意，除國別報告表有較高的

準備門檻外，其他申報表適用於所有大陸

企業。 

 

綜上所述，新關聯申報表在涉及交易的廣

度和資料分析的深度上都提出了更高要

求。這也為大陸稅局日後對企業移轉訂價

資訊進行大數據整合工作做了鋪陳。因

此，對於涉及大陸企業有關聯交易或在大

陸投資的台商需謹慎應對新申報表的準

備，以確保資訊揭露的合規性及合理性。 

 

近期，大陸國稅總局發佈 42 號公告，對

《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徵求意見稿中

的關聯申報和同期報告管理進行了法規總

結。繼上篇重點介紹了該法規對大陸企業

帶來的總體變化及關聯申報之新要求後，

本文將介紹同期報告管理的變化及該公告

對企業的影響及注意事項。 

 

42 號公告明確了大陸企業移轉訂價同期報

告的三層結構體系：主體文檔、本地文檔

和特殊事項文檔。 

關聯申報/同期報告之相關揭露資訊 

對於關聯申報，42 號公告提出更全面的資

訊揭露要求在對原申報表（購銷表、勞務

表、融通資金表、對外支付款項情況表

等）重新整合後，新增金融資產交易表、

權益性投資表等，還特別要求對企業財務

狀況進行拆分列示，以比對關聯與非關聯

利潤水準。國別報告表則要求揭露集團成

員資訊。需注意，除國別報告表有較高的

準備門檻外，其他申報表適用於所有大陸

企業。 
 

主體文檔：該文檔準備門檻較高，即大陸

企業年度關聯交易總額需超過 10 億元人

⺠幣（約 48 億新臺幣）。因此該文檔對

大陸的台商企業實際涉及面不大。從內容

上，該文檔主要要求集團層面的資訊揭

露，包括集團組織架構、集團業務、重要

關聯勞務、無形資產、融資活動、集團各

實體的財務和稅務情況，及供應鏈中各實

體價值貢獻與利潤分析等。 

 

本地文檔：原大陸移轉訂價法規中所規定

的同期報告及準備要求與 42 號公告下本

地文檔的情況相似。該公告在原有購銷交

易和其他交易的準備門檻上，新增金融資

產轉讓和無形資產所有權轉讓的交易門

檻；同時新法規法強調大陸企業在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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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利潤水準及無形關聯交易的情況，如

勞務、無形資產、股權轉讓等。此外，被

境外投資的大陸企業若功能單純但虧損

者，仍需準備該文檔。 

 

特殊事項文檔：僅針對涉及成本分攤協定

與資本弱化情況的企業，適用面較窄。 

準備期限與遞交期限 

主體文檔應於集團最終控股企業會計年度

終了之日起 12 個月內準備完畢，本地文

檔及特殊事項文檔應在關聯交易發生年度

次年 6 月 30 日前準備完畢。所有文檔都

需在大陸稅局要求之日起 30 日內遞交。 

對於 42 號公告帶來的變化，在大陸投資

的臺灣企業需注意： 

關聯申報：建議臺灣⺟公司儘快了解 42

號公告對大陸子公司 2016 會計年度及以

後會計年度關聯申報的新要求；審視集團

是否達到國別報告準備門檻。 

 

同期報告：重新審視大陸子公司是否具有

同期報告的準備義務，特別是大陸公司之

關聯交易金額甚鉅大或涉及與金融資產及

無形資產轉讓有關之交易；如大陸子公司

以往已準備過同期報告，可按新法規對原

同期報告作出修改和調整；此外，也需考

慮關聯申報與同期報告中揭露資訊的⼀致

性。 

 

42 號公告作為大陸移轉訂價法規中關聯申

報和同期報告管理的⼜⼀⾥程碑，將對大

陸企業產生⼀定的影響。雖然新法規對企

業資訊的收集、分析、整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但如企業能夠及早整進行關聯交易

之規劃安排，遵循新關聯申報及同期報告

的合規義務，便能從根本上降低集團潛在

的移轉訂價稅務風險。 

未來跨國企業稅務資訊將更加透明，稅局

將更加能掌握集團控股架構、利潤配置及

各成員的實際繳稅情況。稅局將有更大的

力度查核移轉訂價，甚至有更多資訊可比

對集團是否有應進行關係人交易而未進行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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