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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医改办发[2016]4
号
发文日期：2017年1月9日
执行日期：2016年12月26
日

相关行业：医药行业
相关企业：药品生产企业、
销售企业及公立医疗机构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减少药品销售中间环节
• 促进医药行业重组整合

您可以通过点击全文阅读法
规全文。

《印发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
“两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2016年12月26日，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等八个
部门联合发布国医改办发[2016]4号文（以下简称“4号文”），旨在推动在公
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落实“两票制”，目的是为了规范药品流通秩序、压缩
流通环节、降低虚高药价。
•

“两票制”
的界定

•

•
•
“两票制”
实施范围

•

药品生产企业或科工贸一体化的集团型企业设立的仅销售本企
业（集团）药品的全资或控股商业公司（全国仅限1家商业公
司）、境外药品国内总代理（全国仅限1家国内总代理）可视
同生产企业。
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药品生
产企业与流通企业结算配送费用。

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逐步推行“两票制”，鼓励其他医疗
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
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要率先
推行“两票制”，鼓励其他地区执行“两票制”，争取到
2018年在全国全面推开。

*综合医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主要包括
福建、江苏、安徽、福建、青海、陕西、上海、浙江、四川等省
市。
•

药品购销
票据管理

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
一次发票。（在实行“两票制”之前，生产企业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多采用层层代理的销售模式，导致多次加价出现三票、四
票甚至更多票的现象。这种现象会因为“两票制”的出现而得
到遏制。）

•

药品生产、流通企业销售药品应当按照发票管理的有关规定，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普通发票，发票的购、销方名称应当
与随货同行单、付款流向一致、金额一致。
药品流通企业购进药品，应主动向药品生产企业索要发票，发
票必须由药品生产企业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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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购销
票据管理
（续）

•

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验收入库时，必须验明票、货、账三者一
致方可入库、使用，不仅要向配送药品的流通企业索要、验证
发票，还应当要求流通企业出具加盖印章的由生产企业提供的
进货发票复印件，两张发票的药品流通企业名称、药品批号等
相关内容互相印证。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使用电子发票，通过信息化平移验证“两票
制”。

*“两票制”的实施将减少药品流通环节，使中间加价透明化，同时也将迫使药
品生产企业改变其现有业务模式。对于“两票制”的具体影响，请参见毕马威中
国与国际税务评论（International Tax Review）倾力合作的《China – Looking
Ahead (6th edition)》一刊 第 73页 文章 《Challenges of the two invoices
system for China’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文号：财税[2017]2号
发文日期：2017年1月6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全文阅读法
规全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九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曾提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12月21日联合发布了财税[2016]140号文（以下简称
“140号文”），就营改增试点期间有关政策进行补充说明。
为细化落实140号文中提及的“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
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这一条款，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7年1
月6日联合发布了财税[2017]2号文（以下简称“2号文”），给予了资管产品管
理人为期半年的过渡期，具体如下：

•

•

2017年7月1日（含）以后，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
资管产品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对资管产品在2017年7月1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
值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
的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此外，2号文还明确了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的具体征收管理
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毕马威关于140号文的分析解读及其对企业的具体
影响：
 《中国税务快讯：重点行业营改增难点问题获明确》（第三十八期，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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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1月6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OECD发布BEPS后续工作相关文档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二零一六年七月）、（第二十六期，二
零一六年七月）、（第三十三期，二零一六年八月）、（第三十七期，二零一六
年九月）、（第四十一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第四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第四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及（第一期，二零一七年一月）中
都曾提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陆续发布的一系列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
转移（BEPS）后续工作的文档。

2017年1月6日，OECD发布了一份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涵盖了基于BEPS
第六项行动计划的税收协定条款与非集合投资工具（Non-CIV）享受税收协定待
遇之间相互影响的案例分析，并公开向大众征求意见。
 基于BEPS第六项行动计划的税收协定条款与非集合投资工具享受税收协定待
遇的相互影响
•

•

•

作为BEPS 第六项行动计划《防止税收协定优惠的不当授予》的后续工作的
一部分，OECD 在2016年3月24日发布了非集合投资工具税收优惠授予的征
求意见文档。该征求意见文档涵盖了BEPS第六项行动计划草案的征求意见
稿所收集到的相关特殊问题，包括新规定如何影响Non-CIV的协定授予，以
及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该征求意见文档所收集到的意见已于2016年4
月22日在OECD的网站上公布。
本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是为了向利益相关者提供BEPS第六项行动计划中的
税收协定条款与Non-CIV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相互影响，包括于2016年5月
举办的第一工作组会议中得出的结论以及关于第六项行动计划中涉及NonCIV中的常见交易模式在采纳主要目的测试(PPT)后的落地性后续工作。该
征求意见稿向大众征求关于工作组提出的三个草案案例的公众意见，这三
个案例将被写入关于主要目的测试的解释性文档中。
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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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财关税[2016]68号
、财关税[2016]69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29
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能源行业
相关企业：石油（天然气）
的开采与销售企业
相关税种：关税、增值税

“十三五”期间开采石油（天然气）进口物资
继续享受税收优惠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及海关总署连发两文，分别对在中国境内陆上特
定地区以及海洋进行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所进口的物资，继续享受相关税
收优惠进行了明确，执行期限均为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关于“十三五”期间在我国陆上特定地区开采石油（天然气）进口物资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6]68号，以下简称“68号文”）
•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在中国领土内的沙漠、戈壁荒漠以及经国家批准的陆上石油（天然气）中
标区块内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的自营项目或中外合作项目，进口
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并直接用于开采作业的设备、仪器、
零附件、专用工具（具体详见68号文所附附件《开采陆上特定地区石油
（天然气）免税进口物资清单》，以下简称“《免税物资清单》” ），
在规定的免税进口额度内，免征进口关税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
值税。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十三五”期间在我国海洋开采石油
（天然气）进口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通知》 （财关税[2016]69号，以下简称
“69号文”）
•

在我国海洋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的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
能不能满足要求，并直接用于开采作业的设备、仪器、零附件、专用工具
（具体详见69号文所附附件《免税物资清单》），在规定的免税进口额度
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此外，68、69号文还就进口物资税收政策的相关管理规定予以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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