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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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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
得税等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作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其中，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中与财税工作相关的
内容主要包括：
•
•
多措并举降
成本

•

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

大幅降低非税负担，包括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
等。

* 关于已经采取的降低企业非税负担的相关举措，请参阅毕马威
《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第七
期，二零一七年二月），（第八期，二零一七年二月）了解详情。
•

继续推进财
税体制改革

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
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

落实和完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策，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
2017年由四档税率简并至三档。
加快制定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健全地方税体制。

* 关于营改增相关政策，请参阅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
六期，二零一六年五月），（第四十九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了解详情。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及了关于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实行“多证合
一”，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外资准
入等相关内容，详情请参阅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四
月），（第三十四期，二零一六年九月），（第四十七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第二期，二零一七年一月），（第四期，二零一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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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长肖捷等发言人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
革”答记者问
2017年3月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肖捷就“财政工作
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其中，在记者关于个人所得税改
革的提问上，肖捷表示：
•

•

•

•

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正在研究设计和论证中，总的思路是个人所得税
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 方案总体设计、实施分步
到位。

基本考虑是，将部分收入项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
年汇总纳税。对于其他方面的收入项目、所得项目，比如财产转让等，考虑
继续实行分类征收。

适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目，比如有关“二孩”家庭的教
育等支出，及其他的专项扣除项目。
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确定是否提高免征额。

肖捷部长还提及，从国际经验来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增加税前扣除的一些专项项目，需要相对成熟的社会配套条件。比如作为税收征
管部门来说，需要掌握与纳税人收入相关的涉税信息，以保证新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另外，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研究制
定之后，还需要相应地修改税法，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关于房产税立法的问题，在3月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大会议副秘
书长、发言人傅莹表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把制定房地产税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
划，但这部法律涉及面比较广，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2017年，人大并没有
把房产税法草案提请常委会审议的安排。

** 此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在3月8日作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张德江指出，我国在2017年将继续落实税收法定
原则，制定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等单行税法；制定电子商务法，修改中小企业
促进法、证券法等，着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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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政策基本成型
根据财政部官网发布的一则报道，为大力发展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
和商业养老保险在内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我国拟引入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
老保险试点。

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欧文汉在3月8日表示，对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
老保险试点涉及的相关政策和技术问题，目前已基本形成政策建议。其基本思路
是：
•

•

实施递延纳税政策支持，即由个人自愿建立个人养老账户，对在规定额度内
进入该账户的收入，以及在账户中投资运营的收益暂不征税，其应缴个人所
得税可延期至将来领取养老金时再征收。
考虑到政策内容涉及税收优惠模式及标准、个人养老账户、投资产品范围、
税收征管及信息平台对接、风险监管等多个方面，政策操作较为复杂，具体
政策将按程序报批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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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十期）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2016年度
第一批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
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公告
2017年第23号）
2017年3月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发布2017年第23号公告，
公布了2016年度（第一批）符合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
企业通过上述名单中的公益性团体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增加了“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
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规定，但目前尚不明
确企业2016年9月1日之后通过上述公益性团体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是否适用
该规定。具体探讨请参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二零一七年三月），
（第十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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