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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 二零一七年四月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

2017年3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7]23号文，印发了《全面深化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以下简称“新方案”）。此前，国务院曾于
2013年和2015年发布了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总体方案以及进一步深化方案（以下
统称“旧方案”）。

与旧方案相比，此次发布的新方案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旧方案中提出的诸多改革举
措，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投资监管体制改革等，还在跨境服务贸易管理模式、
自由贸易港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离岸税制安排等方面提出众多创新举措，
主要包括：

文号：国发[2017]23号
发文日期：2017年3月3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上海自贸区所在
地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建立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创新
产业监管模式

• 优化生物医药全球协同研发的试验用特殊物品的准入许可，
完善准入许可的内容和方式。

• 完善有利于提升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国际竞争力的海关监管模
式。

• 研究制定再制造旧机电设备允许进口目录，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试点数控机床、工程设备、通信设备等进口再制造。

• 探索引入市场化保险机制，提高医药生产等领域的监管效率。

创新跨境服务
贸易管理模式

•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金融保险、文化旅游、教育
卫生等高端服务领域的贸易便利化，提高与服务贸易相关的
货物暂时进口便利。

• 探索兼顾安全和效率的数字产品贸易监管模式。
• 在合适领域分层次逐步取消或放宽对跨境交付、自然人移动

等模式的服务贸易限制措施。

设立自由贸易
港区

• 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
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

• 根据国家授权实行集约管理体制，在口岸风险有效防控的前
提下，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区货物
的贸易管制措施，最大程度简化一线申报手续。

• 探索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金融、外汇、投资和出入境管
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9/27/content_4036.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4/20/content_963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3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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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一带一
路”金融服务
功能

• 加强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战略合作，稳妥推进境外机构和
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支持优质境外企业
利用上海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吸引沿线国家央行、主权财富
基金和投资者投资境内人民币资产，为“一带一路”重大项
目提供融资服务。

• 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出口信用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工
程建设保险等业务，为企业海外投资、产品技术输出、承接
“一带一路”重大工程提供综合保险服务。

探索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离岸
税制安排

• 在不导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前提下，基于真实贸易和服
务背景，结合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工作，研究探索服务贸易创
新试点扩围的税收政策安排。

* 关于更多2016年发布的与自贸区相关的政策，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
务周报》（第二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六月）、（第三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八月）、
（第四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以及（第四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了解详情。

国务院印发《中国（辽宁、浙江、河南、湖北、
重庆、四川、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四期，二零一六年九月）曾提及，2016年8月
31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将在上海、广东、天津、
福建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
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

2017年3月31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
体方案》、《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重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陕
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至此，我国自贸区的数量增至11个。

根据上述总体方案，新设的7个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和区域布局分别为：

文号：国发[2017]15号、16
号、17号、18号、19号、
20号、21号
发文日期：2017年3月3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新设的7个自贸
区所在地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辽宁自贸区
（大连、沈阳、

营口）

战略定位：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
平的新引擎。
• 大连片区重点发展港航物流、金融商贸、先进装备制造、

高新技术、循环经济、航运服务等产业；
• 沈阳片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装备等

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科技、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 营口片区重点发展商贸物流、跨境电商、金融等现代服务

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浙江自贸区
（舟山离岛、
舟山岛北部及

南部）

战略定位：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国际大宗商品
贸易自由化先导区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
• 舟山离岛片区重点建设国际一流的绿色石化基地，重点发

展油品等大宗商品储存、中转、贸易产业、保税燃料油供
应服务；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4.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284.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288.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296.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299.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300.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304.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30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7-03/31/content_518244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296.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300.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3/31/content_51823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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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自贸区
（舟山离岛、
舟山岛北部及

南部）
（续）

• 舟山岛北部片区重点发展油品等大宗商品贸易、保税燃料
油供应、石油石化产业配套装备保税物流、仓储、制造等
产业；

• 舟山岛南部片区重点发展大宗商品交易、航空制造、零部
件物流、研发设计及相关配套产业，建设舟山航空产业园，
着力发展水产品贸易、海洋旅游、海水利用、现代商贸、
金融服务、航运、信息咨询、高新技术等产业。

河南自贸区
（郑州、开封、

洛阳）

战略定位：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全
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 郑州片区重点发展智能终端、高端装备及汽车制造、生物

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物流、国际商贸、跨境电商、
现代金融服务、服务外包、创意设计、商务会展、动漫游
戏等现代服务业；

• 开封片区重点发展服务外包、医疗旅游、创意设计、文化
传媒、文化金融、艺术品交易、现代物流等服务业；

• 洛阳片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高端制造
业以及研发设计、电子商务、服务外包、国际文化旅游、
文化创意、文化贸易、文化展示等现代服务业。

湖北自贸区
（武汉、襄阳、

宜昌）

战略定位：中部有序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和内陆对外开放新高
地。
• 武汉片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际商贸、金融服务、现代物流、检
验检测、研发设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 襄阳片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大数据、
云计算、商贸物流、检验检测等产业；

• 宜昌片区重点发展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
料等高新产业及研发设计、总部经济、电子商务等现代服
务业。

重庆自贸区
（两江、西永、

果园港）

战略定位：“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互联互通重要枢纽、西
部大开发战略重要支点。
• 两江片区重点发展高端装备、电子核心部件、云计算、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及总部贸易、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展
示交易、仓储分拨、专业服务、融资租赁、研发设计等现
代服务业；

• 西永片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制造业及保税物流
中转分拨等生产性服务业；

• 果园港片区重点发展国际中转、集拼分拨等服务业。

四川自贸区
（成都天府、
成都青白江铁

路、川南）

战略定位：西部门户城市开发开放引领区、内陆开放战略支撑
带先导区、国际开放通道枢纽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内
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示范区。
• 成都天府新区片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高

新技术、临空经济、口岸服务等产业；
• 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重点发展国际商品集散转运、分拨

展示、保税物流仓储、国际货代、整车进口、特色金融等
口岸服务业和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会展服务等现代服务
业；

• 川南临港片区重点发展航运物流、港口贸易、教育医疗等
现代服务业，以及装备制造、现代医药、食品饮料等先进
制造和特色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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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自贸区
（西安中心、
西安国际港务

区、杨凌）

战略定位：全面改革开放试验田、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
“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重要支点。
• 中心片区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着力

发展高端制造、航空物流、贸易金融等产业；
• 西安国际港务区片区重点发展国际贸易、现代物流、金融

服务、旅游会展、电子商务等产业；
• 杨凌示范区片区以农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为重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千户集团名册管理
办法〉的公告》

2017年3月30日，国家税务总部发布2017年第7号公告，公布了《千户集团名册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就千户集团名册管理的相关事
项进行明确，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 千户集团名册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集团
名称、上一级企业名称及其他涉税信息等项目。

• 已入选千户集团名单的企业集团总部按年维护集团名册信息，每年应按照要
求填报相关信息，于每年5月31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前报送省级税务机
关。

• 千户集团按年确定其成员企业。集团总部按照税务机关要求组织填报集团成
员企业名册信息，并于每年10月纳税申报期结束前报送省税务机关。

• 对应报未报、提供虚假名册信息或拒绝报送名册信息的企业集团，按照征管
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税务机关记录相关纳税信用信息，用于纳税信用评价。

* 关于更多与千户集团、大企业税收服务与管理改革的相关政策，您可以点击阅
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期，二零一六年二月）和（第四十二期，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7号
发文日期：2017年3月30日
执行日期：2017年5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全国千户集团及
成员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2.html
http://www.sxs-l-tax.gov.cn/article-8-987d5a6d-578e-48a6-8739-e2da3498e15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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