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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 70 周年华诞，也迈入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

站在历史的交汇点，国家税务总局以更积极的服务举措践行初

心使命，更深入的全球合作凝结广泛共识，更主动的担当作为

扩大国际交往，为共和国献上一份深情的贺礼。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这一年，单边主义持续

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税源竞争不断加剧，贸易自由化和投

资便利化遭遇严峻挑战，纳税人更加渴求公平的税收环境和跨境

投资的税收确定性。值此变局，国家税务总局顺应国际合作新形

势，把握对外开放新机遇，奋力擎起国际税收合作发展共赢大旗。

全面深化“一带一路”税收合作。成功主办首届“‘一带一路’

税收征管合作论坛”，构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签

署《乌镇声明》，深化“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共识；制定“一

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行动计划，汇聚全球化新动能。积极参与

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全程参与 OECD 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共

识性解决方案，积极投入 OECD 和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及转让定

价指南修订工作，顺利通过 BEPS 争端解决机制最低标准第一阶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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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审议，深入开展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和转让定价国别报告等信息交换工作。倾力

服务对外开放战略格局。统筹推进跨境税收争端解决，在协定框架下为纳税人消

除国际重复征税约 31 亿元；着力打造政策咨询优质产品，更新国别（地区）投

资税收指南78份；精准助力“走出去”企业，更新发布《“走出去”税收指引（2019

年修订版）》。

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预约定价

安排工作稳步推进，既有效避免和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又助力跨境投资和贸易有

序开展，为我国对内构建和谐稳定的征纳关系、对外寻求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报告介绍了中国预约定价安排执行程序及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梳理、分析，希望对跨境纳税人了解中国税收环境有所裨益，

对社会各界理解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工作有所帮助。

国家税务总局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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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第十一次发布预约定价

安排年度报告，旨在介绍中国预约定价安排最新制度、程序、

数据及实施情况，为有意与中国税务机关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

提供指导，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 a 税务主管当局及社会各界了解中

国预约定价安排工作提供参考。本报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应作为

企业及中国税务机关谈签预约定价安排的依据。

本报告统计数据涵盖的时间范围为 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税务机关已累计签署 101 例单

边预约定价安排和 76 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2019年签署12例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和9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在签署的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中，与亚洲国家（地区）签署 6 例，与

北美洲国家签署 2 例，与欧洲国家签署 1 例。制造业的预约定价安

排仍是主体，凸显了税收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作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成果落实项目，《特别纳

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①　本报告提及的国家和地区是指拥有独立税收管辖权的国家和地区。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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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6号发布，以下简称6号公告）和《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64 号发布，以下简称 64 号公告）共同为预约定价

安排事项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过程指导。2018 年，根据《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

案》，国家税务总局对 6 号公告和 64 号公告进行了修订，本报告根据修订后公告

进行更新。

为落实 BEPS 第 5 项行动计划最低标准的要求，2016 年 4 月 1 日以后签署的单

边预约定价安排被纳入强制自发情报交换框架。

随着 BEPS 行动计划的推进和各国税务机关对反避税管理的加强，预计未来相互

协商案件也将逐步增加。税务机关将继续严把申请关，在决定是否优先受理企业申

请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① 企业提交申请的时间顺序。② 所提交申请的质量，例如，

材料是否齐备，是否提供足够资料清晰证明整个价值链或供应链的交易情况，预约

定价安排拟采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是否合理等。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申请，要求

企业进行补充完善。③ 案件是否具有行业和区域等方面的特殊性。④ 对于双边预约

定价安排申请，还需考虑案件所涉对方国家（地区）的谈签意愿及其对案件的重视

程度。在上述四个因素中，最需要强调的是企业提交申请的质量。如果所提交的申

请有创新方法，有高质量的关于无形资产、成本节约或市场溢价的量化分析，则会

得到优先处理。其他考虑因素在 64 号公告和下文中均有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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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约定价安排概况

（一）概　念

预约定价安排，是指企业就其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向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与税务机关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协商、确认后达成的协议。预约定价安排适用于主管

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接收其谈签意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所属纳税年度起 3 至 5 个年

度的关联交易。

（二）分　类

预约定价安排按照参与的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的数量，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

边三种类型。

企业与一国税务机关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为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只能

为企业提供一国内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的确定性，而不能有效规避企业境外关联方

被其所在国家（地区）的税务机关进行转让定价调查调整的风险。因此，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无法避免或消除国际重复征税。

企业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为双边或多边预

约定价安排，需要税务主管当局之间就企业跨境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达成一致，

可以有效避免或消除国际重复征税，为企业转让定价问题提供确定性。

（三）优　势

预约定价安排是税务机关和企业通过合作的方式处理企业转让定价问题以及潜在转让定

价争议的有效手段。税务机关与企业达成的预约定价安排，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企业应主

动遵守安排的全部条款及要求；税务机关应依照安排，做好监控执行工作。

预约定价安排是在税企双方自愿、平等、互信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是税务机关为企业

提供的服务，为税企双方增进理解、加强合作、减少对抗提供了有效途径。预约定价安排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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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下优势：

1. 为企业未来年度的转让定价问题提供确定性，从而带来企业经营及税收的确定性，也

为税务机关带来稳定的收入预期；

2. 降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管理及调查的成本，有效避免企业被税务机关转让定价调查的

风险，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

3. 有助于提高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水平，促进税收管理与服务的均衡发展，保障纳税人

相关权益的实现。

此外，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还特别具备以下优势：

1. 促进各国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2. 使企业可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避免被转让定价调整的风险，并有效避免

或消除国际重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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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约定价安排立法与实践发展

（一）发展历程

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预约定价安排的实践。1998 年，预约定价安排作为“转

让定价调整方法中的其他合理方法”写入《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国

税发〔1998〕59号印发）第二十八条 a 。1998 年税务机关与企业签署首例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 362 号公布）第

五十三条 b 正式列入预约定价制度，预约定价由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上升为一种制度。

2004 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行）》（国

税发〔2004〕118 号印发），对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步骤、要求及后续监控执行等具体操作程

序做出详细规定，从而规范了中国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1998 年至 2004 年，中国一些地方

税务机关尝试与企业达成一些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在这一阶段，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具体操

作规范，各地达成的预约定价安排普遍存在条款过于简化、功能风险分析和可比性分析不足

等问题，为此，本报告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包括这一阶段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

2005 年，为促进全国预约定价管理工作的规范统一，国家税务总局实施了预约定价监

控管理制度，即各地税务机关在签署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前必须逐级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同时

要求各地税务机关要稳步推进预约定价工作，严格依据有关规定，提高预约定价安排的规范

程度。中国的预约定价管理从此步入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2005 年 4 月 19 日，中国与日本

签署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随后，中国分别于 2007 年 4 月 20 日和 11 月

17 日与美国、韩国相继达成了双方历史上的首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2005—2008 年 4 年间，

税务机关与企业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41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36 例、双边预约定价安

排 5 例。

①　“第二十八条　有形财产购销业务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
　　“……
　　“（四）其他合理的方法。在上述三种调整方法均不能适用时，可采用其他合理的替代方法进行调整，如可比利

润法、利润分割法、净利润法等。经企业申请，主管税务机关批准，也可采用预约定价方法。”
②　“第五十三条　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主管税务机

关审核、批准后，与纳税人预先约定有关定价事项，监督纳税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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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为配合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实施，国家税务

总局颁布实施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 号印发），其中第

六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制度及操作规范，并首次制定了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

谈签程序及具体规定。2009 年 10 月 26 日，中国与丹麦签署第一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开

启了我国与欧洲国家反避税双边合作的先河。2009 年，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工作有了较

快的发展，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12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5 例，双边预约定价安

排 7 例。

2010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8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4 例，双边预约定价

安排 4 例。

2011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12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8 例，双边预约定价

安排 4 例。2011 年 12 月 29 日，我国与新加坡签署两国首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2012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12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3 例，双边预约定价

安排 9 例。

2013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19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11 例，双边预约定

价安排 8 例。

2014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9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3 例，双边预约定价

安排 6 例。2014 年 12 月 5 日，我国与瑞士签署两国首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2015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12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6 例，双边预约定价

安排 6 例。

2016 年，为落实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成果、完善预约定价安排工作

流程，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实施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第 64 号）。2016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14 例，其中单边

预约定价安排 8 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6 例。

2017 年 3 月，为践行 BEPS 第 14 项行动计划争端解决机制 低标准的相关要求，提高

相互协商程序结案效率，积极为纳税人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实施了《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6 号）。2017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8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

排 3 例，双边预约定价安排 5 例。

2018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9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2 例，双边预约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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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7 例。

2019 年，全年共签署预约定价安排 21 例，其中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12 例，双边预约定

价安排 9 例。

（二）现行法规依据

中国现行预约定价安排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地区）政府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协议或者安排（以下简

称税收协定）的相关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64 号）；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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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约定价安排操作规范

（一）申请资格

预约定价安排一般适用于主管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接收其谈签意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之日所属纳税年度前 3 个年度每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4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优先受理企业提交的申请：

1. 企业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完备合理，披露充分；

2. 企业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

3. 税务机关曾经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并已经结案；

4. 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满，企业申请续签，且预约定价安排所述事实和经营环境

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5. 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备，对价值链或者供应链的分析完整、清晰，充分考虑成本节

约、市场溢价等地域特殊因素，拟采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合理；

6. 企业积极配合税务机关开展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工作；

7. 申请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所涉及的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有较强

的谈签意愿，对预约定价安排的重视程度较高；

8. 其他有利于预约定价安排谈签的因素。

（二）操作流程

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和执行经过预备会谈、谈签意向、分析评估、正式申请、协商签署

和监控执行 6 个阶段。预约定价谈签流程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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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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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备会谈

企业有谈签预约定价安排意向的，应当向税务机关书面提出预备会谈申请。税务机关可

以与企业开展预备会谈。

（1）企业申请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书面提出预备会谈申请，提

交《预约定价安排预备会谈申请书》。主管税务机关组织与企业开展预备会谈。

企业申请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应当同时向国家税务总局和主管税务机关书面

提出预备会谈申请，提交《预约定价安排预备会谈申请书》。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组织与企业

开展预备会谈。

（2）预备会谈期间，企业应当就以下内容作出简要说明：

 ● 预约定价安排的适用年度；

 ● 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企业及其所属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架构；

 ● 企业最近 3 至 5 个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同期资料等；

 ● 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各关联方功能和风险的说明，包括功能和风险划分所依据的机构、

人员、费用、资产等；

 ● 市场情况的说明，包括行业发展趋势和竞争环境等；

 ● 是否存在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地域特殊优势；

 ● 预约定价安排是否追溯适用以前年度；

 ●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企业申请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说明内容还应当包括：

 ● 向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提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情况；

 ● 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方最近 3 至 5 个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及关联交易情况；

 ● 是否涉及国际重复征税及其说明。

（3）预备会谈期间，企业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补充资料。 

2．谈签意向

税务机关和企业在预备会谈期间达成一致意见的，主管税务机关向企业送达同意其提

交谈签意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企业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后向税务机关提出谈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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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

（1）企业申请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谈签

意向书》，并附送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

企业申请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应当同时向国家税务总局和主管税务机关提

交《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意向书》，并附送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

（2）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预约定价安排的适用年度；

 ● 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 企业及其所属企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架构；

 ● 企业最近 3 至 5 个年度生产经营情况、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同期资料等；

 ● 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各关联方功能和风险的说明，包括功能和风险划分所依据的机构、

人员、费用、资产等；

 ● 预约定价安排使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以及支持这一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的功

能风险分析、可比性分析和假设条件等；

 ● 价值链或者供应链分析，以及对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地域特殊优势的考虑；

 ● 市场情况的说明，包括行业发展趋势和竞争环境等；

 ● 预约定价安排适用期间的年度经营规模、经营效益预测以及经营规划等；

 ● 预约定价安排是否追溯适用以前年度；

 ● 对预约定价安排有影响的境内、外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 企业关于不存在下述第（3）项所列举情形的说明；

 ●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还应当包括：

 ● 向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提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的情况；

 ● 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方最近 3 至 5 个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及关联交易情况；

 ● 是否涉及国际重复征税及其说明。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拒绝企业提交谈签意向：

 ● 税务机关已经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立案调查或者其他涉税案件调查，且尚未结

案的；

 ● 未按照有关规定填报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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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按照有关规定准备、保存和提供同期资料；

 ● 预备会谈阶段税务机关和企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3．分析评估

企业提交谈签意向后，税务机关应当分析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内容，评估其是否符合

独立交易原则。根据分析评估的具体情况可以要求企业补充提供有关资料。

税务机关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评估：

（1）功能和风险状况。分析评估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在供货、生产、运输、销售等各

环节以及在研究、开发无形资产等方面各自做出的贡献、执行的功能以及在存货、信贷、外

汇、市场等方面承担的风险。

（2）可比交易信息。分析评估企业提供的可比交易信息，对存在的实质性差异进行

调整。

（3）关联交易数据。分析评估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交易的收入、成本、费用和利

润是否单独核算或者按照合理比例划分。

（4）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分析评估企业在预约定价安排中采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

方法。如申请追溯适用以前年度的，应当作出说明。

（5）价值链分析和贡献分析。评估企业对价值链或者供应链的分析是否完整、清晰，

是否充分考虑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地域特殊优势，是否充分考虑本地企业对价值创造的贡

献等。

（6）交易价格或者利润水平。根据上述分析评估结果，确定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价格

或者利润水平。

（7）假设条件。分析评估影响行业利润水平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因素及程度，合理确定

预约定价安排适用的假设条件。

分析评估阶段，税务机关可以与企业就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进行讨论。税务机关可以

进行功能和风险实地访谈。

4．正式申请

税务机关认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企业应当与税务机关协商，

并进行调整；税务机关认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主管税务机关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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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送达同意其提交正式申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企业收到通知后，可以向税务机关提交

《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书》，并附送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报告。

（1）企业申请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上述资料。

企业申请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应当同时向国家税务总局和主管税务机关提交

上述资料，并在税收协定规定期限内，向国家税务总局书面提交《启动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

商程序申请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省税务机关，并告

知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

向企业送达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拒绝企业提交正式申请：

 ● 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拟采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不合理，且企业拒绝协商

调整；

 ● 企业拒不提供有关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符合税务机关要求，且不按时补正或者

更正；

 ● 企业拒不配合税务机关进行功能和风险实地访谈；

 ● 其他不适合谈签预约定价安排的情况。

5．协商签署

税务机关应当在分析评估的基础上形成协商方案，并据此开展协商工作。

（1）主管税务机关与企业开展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协商，协商达成一致的，拟定单边预

约定价安排文本。

国家税务总局与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开展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协商，

协商达成一致的，拟定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文本。

（2）预约定价安排文本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 企业及其关联方名称、地址等基本信息；

 ● 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关联交易及适用年度；

 ● 预约定价安排选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以及可比价格或者可比利润水平等；

 ● 与转让定价方法运用和计算基础相关的术语定义；

 ● 假设条件及假设条件变动通知义务；

 ● 企业年度报告义务；



14

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 (2019)

 ● 预约定价安排的效力；

 ● 预约定价安排的续签；

 ● 预约定价安排的生效、修订和终止；

 ● 争议的解决；

 ● 文件资料等信息的保密义务；

 ●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信息交换；

 ● 附则。

（3）主管税务机关与企业就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文本达成一致后，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

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代表签署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国家税务总局与税收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就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文本达

成一致后，双方或者多方税务主管当局授权的代表签署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国家

税务总局应当将预约定价安排转发主管税务机关。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向企业送达《税务事

项通知书》，附送预约定价安排，并做好执行工作。

（4）预约定价安排涉及适用年度或者追溯年度补（退）税款的，税务机关应当按

照纳税年度计算应补征或者退还的税款，并向企业送达《预约定价安排补（退）税款通

知书》。

6．监控执行

税务机关应当监控预约定价安排的执行情况。

（1）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企业应当完整保存与预约定价安排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包括账簿和有关记录等，不得丢失、销毁和转移。

企业应当在纳税年度终了后 6 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执行预约定价安排情况的纸

质版和电子版年度报告，主管税务机关将电子版年度报告报送国家税务总局；涉及双边或者

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执行预约定价安排情况的纸质版和电子

版年度报告，同时将电子版年度报告报送国家税务总局。

年度报告应当说明报告期内企业经营情况以及执行预约定价安排的情况。需要修订、终

止预约定价安排，或者有未决问题或者预计将要发生问题的，应当作出说明。

（2）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主管税务机关应当每年监控企业执行预约定价安排的情

况。监控内容主要包括：企业是否遵守预约定价安排条款及要求；年度报告是否反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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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经营情况；预约定价安排所描述的假设条件是否仍然有效等。

（3）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企业发生影响预约定价安排的实质性变化，应当在发生

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报告主管税务机关，详细说明该变化对执行预约定价安排的影响，

并附送相关资料。由于非主观原因而无法按期报告的，可以延期报告，但延长期限不得超

过 30 日。

税务机关应当在收到企业书面报告后，分析企业实质性变化情况，根据实质性变化对预

约定价安排的影响程度，修订或者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签署的预约定价安排终止执行的，税

务机关可以和企业按照 64 号公告规定的程序和要求，重新谈签预约定价安排。

（三）追溯调整

企业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与预约定价安排适用年度相同或者类似的，经企业申请，税务

机关可以将预约定价安排确定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追溯适用于以前年度该关联交易的评估

和调整。追溯期 长为 10 年。

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不影响税务机关对企业不适用预约定价安排的年度及关联交易的特

别纳税调查调整和监控管理。

经预备会谈与税务机关达成一致意见，已向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意向书》，

并申请预约定价安排追溯适用以前年度的企业，或者已向税务机关提交《预约定价安排续签

申请书》的企业，可以暂不作为特别纳税调整的调查对象。预约定价安排未涉及的年度和关

联交易除外。

（四）续　签

1. 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满后自动失效。企业申请续签的，应当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满

之日前 90 日内向税务机关提出续签申请，报送《预约定价安排续签申请书》，并提供执行

现行预约定价安排情况的报告，现行预约定价安排所述事实和经营环境是否发生实质性变化

的说明材料以及续签预约定价安排年度的预测情况等相关资料。

2. 预约定价安排采用四分位法确定价格或者利润水平，在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如果

企业当年实际经营结果在四分位区间之外，税务机关可以将实际经营结果调整到四分位区间



16

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 (2019)

中位值。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满，企业各年度经营结果的加权平均值低于区间中位值，且未

调整至中位值的，税务机关不再受理续签申请。

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存在上述问题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将有关情

况层报国家税务总局。

（五）暂停或终止

1. 在预约定价安排签署前，税务机关和企业均可暂停、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程序。税务

机关发现企业或者其关联方故意不提供与谈签预约定价安排有关的必要资料，或者提供虚

假、不完整资料，或者存在其他不配合的情形，使预约定价安排难以达成一致的，可以暂停、

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程序。涉及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经税收协定缔约各方税务主

管当局协商，可以暂停、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程序。税务机关暂停、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程序的，

应当向企业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并说明原因；企业暂停、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程序的，

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交书面说明。

2. 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主管税务机关与企业发生分歧的，双方应当进行协商。协

商不能解决的，可以报上一级税务机关协调；涉及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必须层

报国家税务总局协调。对上一级税务机关或者国家税务总局的决定，下一级税务机关应当

予以执行。企业仍不能接受的，可以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的执行。

3. 没有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签署预约定价安排，或者税务机关发现企业隐瞒事实的，

应当认定预约定价安排自始无效，并向企业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说明原因；发现企

业拒不执行预约定价安排或者存在违反预约定价安排的其他情况，可以视情况进行处理，

直至终止预约定价安排。

（六）涉及多个税务机关的情况

1. 预约定价安排同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

的，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组织协调。

企业申请上述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应当同时向国家税务总局及其指定的税务机关提出

谈签预约定价安排的相关申请。国家税务总局可以与企业统一签署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或者



17

三、预约定价安排操作规范

指定税务机关与企业统一签署单边预约定价安排，也可以由各主管税务机关与企业分别签署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2.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涉及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内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主

管税务机关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相应税务机关统一组织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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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约定价安排中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一）纳税人信息保密

1. 税务机关与企业在预约定价安排谈签过程中取得的所有信息资料，双方均负有保密

义务。除依法应当向有关部门提供信息的情况外，未经纳税人同意，税务机关不得以任何

方式泄露预约定价安排相关信息。

2. 除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以外，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按照对外缔结的国际公约、协定、

协议等有关规定，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就 2016 年 4 月 1 日以后签署的单边

预约定价安排文本实施信息交换。企业应当在签署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时提供其 终控股

公司、上一级直接控股公司及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境外关联方所在国家（地区）的

名单。

（二）纳税人缔约自由

在预约定价安排签署前，税务机关和企业均可暂停、终止预约定价安排程序。

税务机关与企业不能达成预约定价安排的，税务机关在协商过程中所取得的有关企业的

提议、推理、观念和判断等非事实性信息，不得用于对该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关联交易的特别

纳税调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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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预约定价安排主要数据

（一）预约定价安排年度分布

表 5-1 列示了 2005—2019 年（200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同）15 年间，

中国每年签署的单边和双边预约定价安排（以下简称 APA）数量。

表5-1 APA分年度签署数量统计 （2005—2019年）

年度 单边 APA 双边 APA 多边 APA 合计

2005 13 1 0 14

2006 10 0 0 10

2007 7 3 0 10

2008 6 1 0 7

2009 5 7 0 12

2010 4 4 0 8

2011 8 4 0 12

2011（续签） （4） （0） （0） （4）

2012 3 9 0 12

2012（续签） （1） （6） （0） （7）

2013 11 8 0 19

2013（续签） （0） （4） （0） （4）

2014 3 6 0 9

2014（续签） （1） （0） （0） （1）

2015 6 6 0 12

2015（续签） （0） （2） （0） （2）

2016 8 6 0 14

2016（续签） （0） （2） （0） （2）

2017 3 5 0 8

2017（续签） （0）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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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单边 APA 双边 APA 多边 APA 合计

2018 2 7 0 9

2018（续签） （1） （1） （0） （2）

2019 12 9 0 21

2019（续签） （1） （1） （0） （2）

合计 101 76 0 177

图 5-1 列示了 2005—2019 年单边 APA 和双边 APA 签署数量的对比。

图5-1　APA签署数量统计（2005—2019年）

从表 5-1 和图 5-1 中可以看出，中国 15 年间共签署了 101 例单边 APA、76 例双边

APA，分别占 APA 总数的 57.06% 和 42.94%，目前中国尚未签署多边 APA。2010—2019 年，

单边 APA 和双边 APA 的签署数量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2019 年，单边 APA 和双边 APA 工

作稳步推进，签署数量共计 21 例。12 例单边 APA 中 11 例为首轮签署，1 例为续签；9 例双

边 APA 中 8 例为首轮签署，1 例为续签。

（二）预约定价安排谈签阶段分布

表 5-2 列示了 2005—2019 年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分阶段统计数据。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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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APA谈签阶段分布统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

APA 所处阶段 单边 双边 合计

意向阶段 8 69 77

申请阶段 15 42 57

签署阶段 101 76 177

表 5-2 将预约定价安排谈签阶段划分为意向、申请和签署三个阶段 a。这是根据 64 号

公告相关规定做出的调整。

从各阶段单双边 APA 的数据对比来看，处于意向阶段和申请阶段的单边 APA 数量远小

于双边 APA 数量。这一指标说明企业当前更愿意通过申请双边 APA 来获得税收确定性，同

时避免或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另一方面也说明双边 APA 的受理和谈签工作量随着申请的增

加而不断加大。

（三）预约定价安排交易类型分布

表 5-3 列示了 2005—2019 年中国已签署的 APA 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 b。

表5-3 已签署APA涉及关联交易类型统计（2005—2019年）

关联交易类型 数量 比重

有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转让 148 60.66%

无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转让 43 17.62%

劳务交易 53 21.72%

资金融通 0 0

金融资产转让 0 0

合　计 244 100%

a　意向阶段指税务机关接受企业谈签意向的阶段，申请阶段指税务机关接受企业正式申请的阶段，签署阶段指税务
机关与企业签署单边、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的阶段。

②　由于部分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多种类型的关联交易，因此造成关联交易的合计数量要多于预约定价安排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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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3 可以看出，中国 APA 涉及的关联交易类型主要是有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

有权的转让。已签署 APA 所涉及的有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转让占全部关联交易类型

的 60.66%；涉及无形资产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转让，以及劳务交易的比重分别为 17.62% 和

21.72%。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服务业企业将申请 APA，未来 APA 也将更

多地涉及无形资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让、劳务交易、资金融通和金融资产转让。

（四）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区域分布

2005—2019 年，中国与亚洲国家（地区）签署了 50 例双边 APA，与欧洲国家签署了 17

例双边 APA，与北美洲国家签署了 9 例双边 APA。双边 APA 的区域分布如图 5-2 所示。

图5-2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区域分布（2005-2019年）

（五）预约定价安排完成时间

表 5-4 列示了 2019 年中国签署的单边 APA 和双边 APA 的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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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APA完成时间统计（2019年）

类型
从正式申请到达成安排所需时间

1年以内（含 1年）1～ 2 年（含 2 年）2～ 3 年（含 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单边 2 4 3 3 12

双边 5 2 0 2 9

从表 5-4 可以看出，2019 年中国签署的单边 APA 有 2 例在 1 年内完成，4 例在 1 ～ 2

年完成，2 ～ 3 年完成和 3 年以上完成的数量均为 3 例；签署的双边 APA 中，5 例在一年以

内完成，2 例在 1 ～ 2 年完成，2 例耗时 3 年以上完成。

表 5-5 列示了 2005—2019 年中国签署的单边 APA 和双边 APA 的完成时间。

表5-5 APA完成时间统计（2005—2019年）

类型
从正式申请到达成安排所需时间

1年以内（含 1年）1～ 2 年（含 2 年）2～ 3 年（含 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单边 53 37 7 4 101

双边 36 11 10 19 76

从表 5-5 可以看出，中国单边 APA 绝大部分在 2 年内完成，其中 1 年内完成的比例为

52.48%，1 ～ 2 年完成的比例为 36.63%；2 年以上完成的比例仅为 10.89%。双边 APA 的

完成时间通常比单边要长，但多数也在 2 年内完成，完成比例为 61.84%，其中 1 年以内完

成的比例为 47.37%，1 ～ 2 年完成的比例为 14.47%；2 ～ 3 年完成的比例和 3 年以上完成

的比例分别 13.16% 和 25%。

APA 的完成时间取决于很多因素，如 APA 类型（单边、双边或多边）、APA 涉及关

联交易及有关问题的复杂程度、企业申请文本的质量、对方税务主管当局的审核速度（双

边或多边 APA），以及企业的配合程度（提供相关资料是否及时、完整）等。由于双边

APA 要根据税收协定、协议或者安排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启动相互协商程序，

因此，相对于单边 APA，达成双边 APA 所需的时间往往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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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约定价安排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

图 5-3 列示了中国 2005—2019 年已签署的单边 APA 和双边 APA 所使用的转让定价

方法 a。

图5-3　已签署APA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2005—2019年）

图 5-3 数 据 显 示， 交 易 净 利 润 法 是 常 用 的 方 法， 使 用 165 次， 占 全 部 方 法 的

79.33%，主要采用的利润率指标是息税前利润率（67 次）和完全成本加成率（96 次）。同

时，税务总局和各地主管税务局也积极尝试在预约定价安排中使用其他公平合理的转让定价

方法，特别是在处理交易双方对价值创造都做出重要贡献的情况和存在市场溢价、成本节约

①　有的预约定价安排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关联交易，所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也可能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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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殊地域优势的情况时。另一种较常使用的转让定价方法是成本加成法（20 次）。可比非

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利润分割法和其他方法较少使用，分别采用 6 次、1 次、10 次

和 6 次。由于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在使用过程中对产品和交易的可比性要求非常高，再销售价

格法和利润分割法要求企业提供充足的交易及价格信息，导致这些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被较少

运用。中国税务机关希望申请 APA 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配合税务人员的审核工作，提供充足

的交易及价格信息，促进再销售价格法和利润分割法等转让定价方法的更多运用。

（七）预约定价安排涉及的行业

表 5-6 列示了中国 2005—2019 年签署的 APA 所涉及的行业 a。从表 5-6 可以看出，制

造业的预约定价安排仍是已签署安排的主体，占总数的 79.66%。

表5-6 已签署APA所涉及行业统计（2005—2018年）

行　　业 数　量

制造业 14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

批发和零售业 1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

建筑业 1

合　　计 177

①　行业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我国预约定价安排未涉及的行业类型，本表未予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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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联系人信息

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国家税务总局 田　川 010-63418985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号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马晓雯 010-60907182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东路甲72号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 王春娣 022-24465656 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16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马振宇 0311-88625325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35号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吕文涛 0351-2387455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水西门街
31号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
税务局

隋洪峰 0471-3309112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桥
开发区后巧报路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刘　伟 024-23185436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256号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柴劲松 0431-80500257 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大路1518号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邓黎明 0451-53611059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大成
街116号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梁嘉蕾 021-54679568 上海市肇嘉浜路800号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倪　刚 025-58528531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浦江路30号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王　真 0571-85270907 浙江省杭州市华浙广场5号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丁佳佳 0551-62831710
安徽省合肥市滨湖区中山路
33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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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郑　静 0591-87098209 福建省福州市铜盘路36号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万海芳 0791-86204349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
南大道456号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李振东 0531-85656421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55号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杨丽云 0371-66767708 河南省郑州市丰产路111号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江　源 027-87322128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姚家岭路
231号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周智勇 0731-85525533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西路
6号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黄　锐 020-38358303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
19号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
税务局

胡　宇 0771-556229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族大
道105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王凯霞 0898-66509357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 杜文渊 023-67572815 重庆市渝北区西湖路9号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任荟宇 028-85458860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临江东路
3号

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 颜红宇 0851-85215543 贵州省贵阳市中山西路71号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兰　乐 0871-63129989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塔路
304号

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
税务局

谯海军 0891-6834079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51号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赵　婷 029-87695187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二环南路
西段39号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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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宋炜霞 0931-8837625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
156号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 马满馨 0971-8220441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文化街11号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
税务局

王　丽 0951-5065733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
北京中路161号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税务局

曹佩浩 0991-268136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青年路397号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 马媛媛 0411-84384036 大连市沙河口区高尔基路330号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焦　娜 0532-83931089 青岛市延安三路236号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陈巩皓 0592-2021901
福建省厦门市鹭江道318号
鹭滨大厦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吴敏儿 0574-87732286 宁波市鄞州区百丈路8号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谭瑜光 0755-25843620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613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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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预约定价安排预备会谈申请书

　　　　　    　　税务局：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政府）间签订并执行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协议或者安排

的有关规定，现就我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提出

□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预备会谈申请

□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预备会谈申请

□ 多边预约定价安排预备会谈申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报资料：共    份    页

1．　　　　　　　　　　　　　　　　　　　　　　　　　　　　　　　　

2．　　　　　　　　　　　　　　　　　　　　　　　　　　　　　　　　

3．　　　　　　　　　　　　　　　　　　　　　　　　　　　　　　　　

……

企业名称（盖章）：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录：预约定价安排表证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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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意向书

　　　　　    　　税务局：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政府）间签订并执行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协议或者安排

的有关规定，按照你局            年       月      日送达我企业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税意向

〔          〕       号）的要求，现就我企业与关联方                                     （关联企业或者个人全称）

之间的业务往来，提出

□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意向

□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意向

□ 多边预约定价安排谈签意向

请予签收。

附报资料：共    份    页

1．　　　　　　　　　　　　　　　　　　　　　　　　　　　　　　　　

2．　　　　　　　　　　　　　　　　　　　　　　　　　　　　　　　　

3．　　　　　　　　　　　　　　　　　　　　　　　　　　　　　　　　

……

企业名称（盖章）：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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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书

　　　　　    　　税务局：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　　　　　　（政府）间签订并执行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协议或者安排

的有关规定，按照你局            年       月      日送达我企业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税预约

〔          〕       号）的要求，现就我企业与关联方                                     （关联企业或者个人全称）

之间的业务往来，提出

□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

□ 双边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

□ 多边预约定价安排正式申请

请予签收。

附报资料：共    份    页

1．　　　　　　　　　　　　　　　　　　　　　　　　　　　　　　　　

2．　　　　　　　　　　　　　　　　　　　　　　　　　　　　　　　　

3．　　　　　　　　　　　　　　　　　　　　　　　　　　　　　　　　

……

企业名称（盖章）：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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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参照文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　　　　　 　　（企业）正式申请，　　　　税务局审确认，

双方愿意签署本预约定价安排。

第一条　一般定义

 在本预约定价安排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主管税务机关”是指　　　　　税务局。

（二）“纳税人”是指　　　　         　　　（企业），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

第二条　适用范围

（一）税种范围：本预约定价安排适用所得税以及其他税种。

（二）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类型：本预约定价安排适用于企业与其关联方　　 

　　　　之间的　　　　      　业务往来。

第三条　适用期间

本预约定价安排适用于　 　　年至　 　　年共 　个纳税年度，每一纳税年度自  　月  

　  日至  　月  　日。

第四条　关键假设

本预约定价安排选用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是基于以下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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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期内，若上述假设条件发生变化，企业应在发生变化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双方视具体情况修订或终止本预约定价安排。

第五条　转让定价方法

                                        （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                      （关联交易）采用的转让

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为                                  。（每一关联交易分别列明）

第六条　年度报告

在预约定价安排适用期间，企业应在每个纳税年度终了后六个月内提交预约定价安排执

行情况的年度报告，并提交如下资料：

　　　　　　　　　　　　　　　　　　　　　　　　　　　　　　　　　　　

第七条　预约定价安排的效力

在本预约定价安排适用期间，双方均应遵照执行。如果企业没有遵照执行，主管税务机

关可视具体情况进行处理，或单方终止本预约定价安排。

第八条　预约定价安排的续签

本预约定价安排不作为续签的依据。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出续签申请。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如双方就本预约定价安排的实施和解释发生歧义，应先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

双方均可向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协调；预约定价安排同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的，双方均可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协调。如果企业不能接受协调

结果，可以考虑修订或终止本预约定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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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保密义务和责任

主管税务机关与企业在本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及执行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双方均负有保

密义务。

国家税务总局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就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文本实施信息交换（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除外）。

  第十一条　生效、修订与终止

本预约定价安排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由主管税务机关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于　　　年　　月　　日在　　　

　　　　　签署本预约定价安排。

主管税务机关或企业修订或终止预约定价安排，均应书面通知对方。通知内容包括修订

或终止时间及原因。  

第十二条　附　　则

本预约定价安排应当使用中文，一式         份，主管税务机关和企业各执一份。

　　　　　　　税务局 　　　　　　　（企业）

   签名：　　　　日期： 签名：　　　　日期：

   职务：　　　　盖章： 职务：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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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税务局

预约定价安排补（退）税款通知书

           税预调〔     〕    号

　　　　　    　　（企业名称）：

根据
□ 我局与你企业于           年       月     日签署的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名称）

□ 中国税务主管当局与                        税务主管当局于           年       月     日签署的                 

                    （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名称）

的有关规定，对你企业自            年至           年的纳税年度进行如下调整：

1. 调增（减）你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元，应补（退）企业所得税                  元，

并按规定加收利息；

2. 调增（减）你企业应纳税收入                     元，应补（退）                 税                  元；

……

需要补缴税款的，你企业应当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日内，向              税务局缴纳

上述税款及利息。逾期未缴纳税款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附：1. 企业所得税调整项目表

　　2. 其他税种调整项目表

　　3. 各项税收应补（退）明细表

                            税务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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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预约定价安排续签申请书

　　　　　    　　税务局：

□我企业与你局于　　　年　　月　　日签署的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名称）

□ 中 国 税 务 主 管 当 局 与　　　　　　 税 务 主 管 当 局 于　　　 年　　 月　　 日 签 署 的                 

　　　                 　　　（双边或者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名称）

将于　　　年　　月　　日适用期满，期满后，拟就未来年度（即　　　年度至　　　年度）

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提出续签申请。

企业名称（盖章）：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1.  执行现行预约定价安排情况的报告（纳税人提供）；

　　2. 现行预约定价安排所述事实和经营环境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说明材料以及续签预

　　　　　 约定价安排年度的预测情况（纳税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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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启动特别纳税调整相互协商程序申请表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在

中

国

名称（中英文）

详细地址（中英文） 邮编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中英文）

联系方式（电话、传真、电邮）

主管税务机关及其地址 邮编

主管税务机关联系人

主管税务机关联系方式（电话、传真、
电邮）

是否向中国申请了其他形式的国内救
济，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如是，
请说明递交申请的时间，中国接受申请
的时间，以及国内救济进展情况。

申
请
人
关
联
方
或
者
相
关
方
基
本
情
况

在
缔
约
对
方

名称（中英文）

详细地址（中英文） 邮编

税务登记号码

联系人（中英文）

联系方式（电话、传真、电邮）

缔约对方名称（中英文）

缔约对方主管当局及其地址（中英文）

缔约对方主管当局联系人（中英文）

缔约对方主管当局联系方式（电话、传
真、电邮）

是否向缔约对方递交了相互协商程序申
请？如是，请说明递交申请的时间以及
缔约对方接受申请的时间。

是否向缔约对方申请了其他形式的国内救
济，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如是，请
说明递交申请的时间，缔约对方接受申请
的时间以及国内救济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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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相
互
协
商
事
由
概
述

事实描述：

争议焦点：

申请人对争议焦点的观点以及依据 缔约对方对争议焦点的观点以及依据

附件清单（共       件）：

声明：我谨郑重声明，本申请及其附件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完整的和准确的。我所提交的一
切资料，除特别声明以外，均可以向缔约对方主管当局出示。我将配合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开展相
互协商程序，并按其要求及时提供其所需信息。我了解并同意，相互协商程序仅在缔约双方主管
当局授权代表间进行，我仅在缔约双方主管当局授权代表邀请时才可以参与。

　
声明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人是个人的，由个人签字；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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