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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6月1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金融行业
相关企业：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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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部分省（区）建设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于2017年6月14日发布的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
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部分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
验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5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设各
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主要任务包括：
•

•

•

•

•

支持金融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或绿色支行，鼓励小额贷款、金融租赁公
司等参与绿色金融业务。支持创投、私募基金等境内外资本参与绿色投资。
鼓励发展绿色信贷，探索特许经营权、项目收益权和排污权等环境权益抵质
押融资。加快发展绿色保险，创新生态环境责任类保险产品。鼓励绿色企业
通过发债、上市等融资，支持发行中小企业绿色集合债。加大绿色金融对中
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绿色建筑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探索建立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建立企业污染排放、
环境违法违规记录等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绿色信用体系。推广和应用电子汇
票、手机支付等绿色支付工具，推动绿色评级、指数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财税、土地、人才等政策扶持，建立绿色产业、项目优先的政府服务通
道。加大地方政府债券对公益性绿色项目的支持。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公共
服务定价等措施，完善收益和成本风险共担机制。
建立绿色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依法建立绿色项目投融资
风险补偿等机制。促进形成绿色金融健康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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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财税[2017]44号
发文日期：2017年6月9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农村金融行业
相关企业：金融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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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
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 ，二零一七年四月）曾提及，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4月19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2016年底到期的部分税收优惠
政策延长至2019年底，其中包括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2017年6月9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4号），延续原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优惠政
策实施期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该政策延续了原《关于农村金
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号）和《关于延续并完善支持农村金融
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102号）的内容，具体优惠政策内容如
下：
•
•

•

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

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
收入总额。
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 同样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营改增简并增值税税率的政策规定，
取消13%税率的同时，纳税人购进的农产品用于17%税率货物时，维持原农产品
扣除力度不变，可加计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详细内容请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21号
发文日期：2017年5月23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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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
理程序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九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曾提及，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6年2月发布《关于税务行政许可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
年第11号，以下简称“11号公告”），明确了七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涉及的实施
机关、实施程序和监督检查措施， 并公布了税务行政许可文书样式和税务行政许
可项目分项表。
为推进税务行政许可标准化建设，提高办税便利化程度，税务总局近期又发布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21号，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进行简并优化，
并将11号公告所附的税务行政许可文书样式和税务行政许可项目分项表更新。
主要内容包括：
•

•

•

简化受理文书。对能够当即办理的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出具和送达《准
予税务行政许可决定书》，不再出具《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提供代办转报服务。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与申请人不在同一县（市、区、
旗）的，申请人可在规定的申请期限内，选择由其主管税务机关代为转报申
请材料。代办转报一般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

简化申请材料。如税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为税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发放的证
照或批准文书，或者相关证照、批准文书信息能够通过政府信息共享获取的，
申请人只需提供上述材料的名称、文号、编码等信息供查询验证，不再提交
材料原件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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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内容还包括实现咨询服务可预约和完善文书送达方式等，自2017年7月1日
起施行。

* 背景阅读：为落实简政放权，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家税务总局自
2013年开始大幅清理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了包括加速折旧、成本分摊协议、享受
税收协定优惠待遇、企业特殊重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集成电路及软件企业优
惠、西部大开发等众多税收优惠项目的审批，仅保留11号公告提及的七项税收行
政许可项目。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23号
发文日期：2017年6月7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小型微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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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扩大小型微利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三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曾提及，近日，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7]43号）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
得额低于50万元（含5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以下简称“减半征税政策”）。
2017年6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发布2017年第23号公告（以下简称“23号
公告”），明确了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以下征管问题：
•

•

•

•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无论采取查账征收方式还是核定征收方式，均可
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年度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通过填写
纳税申报表的相关内容，享受优惠政策，无需进行专项备案。

小型微利企业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23号公告还对查账征收、定
率征收、定额征收、上一纳税年度不符合条件但预计本年度符合条件，及本
年度新成立的企业预计本年度符合条件的不同情况，具体明确了预缴企业所
得税时如何享受减半征税政策的规定。
企业预缴时享受了减半征税政策，年度汇算清缴时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的，应当按照规定补缴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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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中汇交公告[2017]31
号
发文日期：2017年6月12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与“债券通”相
关行业
相关企业：与“债券通”相
关企业
相关税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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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债券通”交易规则（试行）>（公开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一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曾提及，2017年5月
16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联合公告，决定同意开展香港与内地
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以下简称“债券通”）。初期先开通“北向通”，即境
外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投资于内地银行间债券
市场的机制安排。
2017年6月12日，为保证“债券通”交易规范、有序开展，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起草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债券通”交易规则（试行）》（公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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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稿》适用于“北向通”，包括投资者管理、市场基本规则、报价交易、市场监
测、处置与信息披露等内容。

* 此前，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包括沪港通和深港通，
已于2016年正式实施。关于沪港通、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涉及的
有关税收政策的相关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六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中国税务快讯：深港通交易有关税务处理问题得以明确》（第一期，二
零一七年一月）

文号：财税[2017]50号
发文日期：2017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1日

相关行业：工业行业
相关企业：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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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曾提及，2016年1月19日，
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6]6号，以下简称“6号文”），自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征收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

为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7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财税
[2017]50号文，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6号
文同时废止。取消专项资金后，财政部将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有关政 策规定，
通过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对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的职
工安置工作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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