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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个人信息和重要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三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曾提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已于2016年11月7日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网络安全法》在明确网络产品、服务提供者和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义务的基础上，
建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并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
境传输的规则。其中明确提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确
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
全评估；……”

进而，2017年4月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
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截止2017年5月11日。

相较于《网络安全法》仅规定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对出境数据进行安全
评估的要求，《征求意见稿》所涵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要求所有网络运营者在
境内存储其在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并对相关数据的出
境进行安全评估。同时，明确了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所需进行的安全评估的
范围、程序及主要内容等。主要包括：

• 网络运营者，是指网络的所有者、管理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

• 数据出境，是指网络运营者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
人信息和重要数据，提供给位于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

• 个人信息出境，应向个人信息主体说明数据出境的目的、范围、内容、接收
方及接收方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并经其同意。

• 网络运营者应在数据出境前，自行组织对数据出境进行安全评估，并对评估
结果负责。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应重点评估以下内容：

 数据出境的必要性；

 涉及个人信息情况，包括个人信息的数量、范围、类型、敏感程度，以及
个人信息主体是否同意其个人信息出境等；

文号：N/A
发文日期：2017年4月11日
执行日期：N/A

相关行业：网络运营行业
相关企业：网络运营企业
相关税种：N/A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合规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weekly-update-43.html
http://www.cac.gov.cn/2017-04/11/c_1120785691.htm


© 2017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7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五期）

 涉及重要数据情况，包括重要数据的数量、范围、类型及其敏感程度等；

 数据接收方的安全保护措施、能力和水平，以及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网络安
全环境等；

 数据出境及再转移后被泄露、毁损、篡改、滥用等风险；

 数据出境及出境数据汇聚可能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个人合法利益
带来的风险，以及其他需要评估的重要事项。

• 出境数据存在以下情况的，网络运营者应报请行业主管或监管部门组织安全
评估：

 含有或累计含有50万人以上的个人信息；

 数据量超过1000GB；

 包含核设施、化学生物、国防军工、人口健康等领域数据，大型工程活动、
海洋环境以及敏感地理信息数据等；

 包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系统漏洞、安全防护等网络安全信息；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

 其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行业主管或监管部门认为应该评
估。

•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数据不得出境情形：

 个人信息出境未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或可能侵害个人利益；

 数据出境给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国防等安全带来风险，可能影响国家
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其他经国家网信部门、公安部门、安全部门等有关部门认定不能出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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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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
相关税种：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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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联合国转让定价手册发布，联合国税收
协定范本计划更新

2017年联合国转让定价手册发布

近日，联合国税收国际合作专家委员会（联合国委员会）发布了更新修订后的联
合国关于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的实用手册（2017版）（以下简称“2017年联合
国转让定价手册”或“手册”）。该手册由以下4部分构成：

（1）全球环境下的转让定价；

（2）关于转让定价设计原则及政策考虑的指引；

（3）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制度实践操作问题；

（4）部分国家转让定价实践，其中包括在印度，巴西，中国，南非及墨西哥的
转让定价实践；

2017年联合国转让定价手册新增了部分章节，阐述了集团内服务、无形资产、成
本分摊协议及业务重组问题。其中，无形资产章节的内容与OECD/G20 BEPS 中
的转让定价工作是一致的。手册也对转让定价文挡作出了更新指引，其中涵盖了
对国别报告(CBC)相关事宜的讨论。

在关于中国转让定价实践章节中，手册新增了关于“市场溢价” 的补充指引（章
节2.4.4.10-2.4.4.12）。该章将市场溢价定义为“在对服务或产品的销售及需求
具有独特优势的管辖区内，进行经营的跨国公司由于受到这种独特优势的影响而
产生的额外利润”。也就是说，市场溢价是指由于某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相较于其
他地区能够制定更高的价格，从而产生的额外利润额（例如在中国销售的欧盟制
造的奢侈皮革制品）。国家税务总局曾在2013年手册中的中国转让定价实践一章
中概括性提到市场溢价的概念，而在2017年手册对其做出进一步解释。国家税务
总局指出，除了奢侈商品领域外，药品和汽车行业也有可能存在市场溢价。

市场溢价与营销性无形资产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则上来说，即便中国子公
司对创造针对中国地区的营销性无形资产没有贡献，也可以单纯用市场溢价的概
念来解释将额外利润归属于中国子公司的原因，即中国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
格购买商品。从概念上理解，即使这些额外利润的获取所依赖的品牌形象是在商
品的原产国投资打造的，这种解释也行得通。

中国转让定价实践章节还提供了一些范例对市场溢价进行解释，包括中国子公司
“在市场营销及销售活动上投入巨大，以在中国消费者中打造品牌形象”或“进
行大规模的推广活动，向中国未曾了解这些品牌的消费者进行品牌普及”。从这
些范例看来，对于这些可能在BEPS的DEMPE (无形资产开发、价值提升、维护、
保护、和应用)分析中被视为在中国创造无形资产价值的案例里，也被视为产生
了市场溢价。因此，税务总局在中国转让定价实践章节中的更新，可能更多的是
在概念层面与全球转让定价的发展产生了一定联系。然而，这也许并不能必然使
得国家间的转让定价争论更易于解决，因为对于与中国经营活动相关的价值贡献
仍可能存在不同的观点。

作为一项新进展，中国转让定价实践章节中还提出，对于那些帮助在中国消费者
中创造品牌价值的中国子公司，如果中国消费者选择从境外购买这些产品，且购
买原因是中国商店中这些产品价格过于高昂，那么这些中国子公司也应当分得相
应的额外收入与利润。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ecosoc/intl-coop-tax-ecosoc.html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ecosoc/intl-coop-tax-ecosoc.html
https://www.un.org/esa/ffd/wp-content/uploads/2017/04/Manual-TP-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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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计划更新税收协定范本

联合国委员会于4月3日至4月6日在纽约进行的会议期间，就2017年关于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范本的更新计划达成一致。 其中主要包含：

- 允许对技术服务费征收预提所得税的新条款；

- 针对税收协定滥用的内容，包含了基于主要目的测试(PPT)的详细利益限制条
款（基于美国范本）。对于OECD通过多变工具（MLI）实施BEPS税收协定条
款，联合国委员比OECD走的更远；OECD提议PPT可以单独应用，或与简化
利益限制条款结合运用，而详细利益限制条款则作为备选项。

- 对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中的特许权使用费条款在机器使用领域的运用做进一
步注解；

- 修订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中与国际运输相关的条款(这些修订将与OECD的条
款相一致）；

- 与间接转让房地产公司相关的条款；

- 对MAP(G-MAP)的指引修订。

国家税务总局签署中葡税务主管当局间协议

2017年4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与葡萄牙财政部税收事务国务秘书分别代
表两国税务主管当局，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葡萄牙税收协定利息条款的税务
主管当局间协议。

该协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葡萄牙税收协定利息免税待遇有关事宜，将有效降低
两国跨境纳税人税收负担及融资成本，提高税收确定性，促进中葡双边投资和经
贸往来。

该协议的全文尚未对外正式公布，我们将持续对此进行关注。

文号：N/A
发文日期：N/A
执行日期：N/A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N/A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税收确定性提高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9/n811748/c254801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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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财税[2017]23号
发文日期：2017年3月21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2020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金融行业
相关企业：证券、期货机构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关于证券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于2012年发布了《关于证券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11号，简称“11号文”），就证券
行业准备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予以了明确，该文件已于2015年
12月31日执行到期。

为此，2017年3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重新发布了《关于证券行业准备
金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23号，以下简称
“23号文”），将相关政策执行时间延展至2020年12月31日，自2016年1月1日
起执行。

23号文与原11号文相比没有变化，仍延续了原11号文中对各类依据标准提取或
交纳的证券类准备金（包括：证券交易所风险基金、证券结算风险基金、证券投
资者保护基金）和期货类准备金（包括：期货交易所风险准备金、期货公司风险
准备金、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规定。

《关于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
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于2012年发布了《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
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5号，简称“25号文”），
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有关税前扣除政策问题予以了明确，该文件已于2015年
12月31日执行到期。

为此，2017年3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重新发布了《关于中小企业融资
（信用）担保机构有关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22
号，简称“22号文”），将相关政策执行时间延展至2020年12月31日，自2016
年1月1日起执行。

22号文与原25号文相比没有变化，仍延续了原25号文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融
资（信用）担保机构按照规定比例计提的担保赔偿准备和未到期责任准备允许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并将上年度计提的准备余额转为当期收入的规定。22号文
对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应满足的条件，以及申请享受相关政策的程序
等规定，与原25号文相比，也未发生变化。

文号：财税[2017]22号
发文日期：2017年3月21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2020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金融行业
相关企业：中小企业融资
(信用) 担保机构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4/t20170406_2575696.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202/t20120227_631007.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204/t20120419_644286.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4/t20170406_25756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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