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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六期 二零一七年二月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
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和（第四十七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曾提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当前外汇形势下，加强对外投资
监管和外商投资企业正常利润汇出等事宜发布了声明。近日，又有媒体报道中国
为打击资本外逃，出台限制跨国融资工具措施从而对贸易进口产生影响。

2017年1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其官方微信平台发布消息称，近期外汇局未
出台严格进口贸易融资方面的外汇管理措施。企业真实、合法的贸易外汇收支，
可持相应单证直接到银行办理。具有真实贸易、投资背景的跨境担保业务及相关
产品不受影响。

1月2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又发布汇发[2017]3号文（以下简称“3号文”），对
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相关事宜进一步明确。3号文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具体包括三方面9项措施：

• 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扩大境内外汇贷款结汇范围。允许具有货物贸易出口背景的境内外汇贷款
办理结汇。境内机构应以货物贸易出口收汇资金偿还，原则上不允许购汇
偿还。

 允许内保外贷项下资金调回境内使用。债务人可通过向境内进行放贷、股
权投资等方式将担保项下资金直接或间接调回境内使用。

 提高境内银行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吸收的存款境内运用比例。由不超过前
六个月日均存款余额的50%调整为100%。

 允许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办理结汇。

• 加强真实合规性审核

 进一步规范货物贸易外汇管理，企业出口应按照“谁出口谁收汇、谁进口
谁付汇”原则，及时收汇。

 继续执行并完善直接投资外汇利润汇出管理政策，明确等值5万美元（不
含）以上外汇利润汇出业务，应按真实交易原则审核与本次利润汇出相关
的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或合伙人利润分配决议）、税务备案表原件、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在相关税务备案表原件上加章签注本次汇出金额和汇
出日期。明确利润汇出前应先依法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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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明确境内机构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应向银行
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使用计划）情况，提供董事会决议（或合
伙人决议）、合同或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

• 加强统计，统筹本外币管理

 境内机构因各种原因已将出口收入或服务贸易收入留存境外，但未按规定
（汇发[2012]38号和汇发[2013]30号）办理外汇管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或
报送信息的，应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主动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相
关信息。

 对境内机构境外放款业务实行本外币一体化的宏观审慎管理。境内机构办
理境外放款业务，本币境外放款余额与外币境外放款余额合计最高不得超
过其上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的3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的通知》

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12个试点城市*
开展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统称“两项保险”）合并实施试点工作，
将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和管理。

2017年2月4日，国务院发布国办发[2017]6号文，印发了两项保险合并实施的具
体试点方案。2017年6月底前启动试点方案，试点期限为一年左右。具体试点内
容主要包括：

•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同步参加生育保险。

• 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一征缴。试点期间，可按照用
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之和确定新的用人单位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 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

* 试点地区包括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晋中市、辽宁省沈阳市、江苏省泰州市、
安徽省合肥市、山东省威海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南省岳阳市、广东省珠海市、
重庆市、四川省内江市、云南省昆明市。未纳入试点地区不得自行开展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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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扩大通关作业无纸化适用范围
的公告》

2017年2月6日，海关总署发布2017年第8号公告，决定将适用通关作业无纸化企
业范围扩大到所有信用等级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 与此前相比，本次通关作业无纸化适用范围从“海关管理类别为B类及以上企
业”扩大至“所有信用等级企业”。另外，以前企业与报关所在地直属海关、第
三方认证机构（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签订电子数据应用协议后，仅在该海关
范围内适用通关作业无纸化通关方式，不能全国范围适用。现在只要一地签订协
议、全国范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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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有关事
宜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五期，二零一六年九月）及（第三十九期，二
零一六年十月）曾提到，自2016年10月起，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不涉
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由审批改为备案；备案完成
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向备案机构领取《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回执》或《外商
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以下简称“《设立/变更备案回执》”）。

为落实上述外商投资管理改革，海关总署发布2017年第9号公告，明确了外商投
资企业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时，可以提交《设立/变更备案回
执》复印件，替代原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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