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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十期 二零一七年八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引进外资力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7月28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引进外资力
度，营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环境。会议提出五大重要举措：

• 在全国推行已在自贸试验区试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
快推动对外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实行“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
完善外资法律体系。【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二零一
七年六月）（第四期，二零一七年一月）】

• 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的，
实行递延纳税，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
十七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 研究出台措施，取消或放开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些领域外商投资股比限制。鼓
励地方出台支持措施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允许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强化外资知识产权保护。【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外商
投资再迎重大利好”系列之一——制造业、服务业部分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将进
一步放宽》（第二十三期，二零一七年八月）《中国税务快讯：上海出台鼓
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新规》（第九期，二零一七年三月）】

• 扩大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管理权限，对符合规划的利用外资项目要优先保障建
设用地。对西部地区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级开发区科技、环保等领域建设
加大财政支持，更好承接外资转移。【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八
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

• 在全国采取“告知+承诺”等方式，简化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可。年内出台措
施，扩大外国人才签证发放范围，延长有效期。【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
讯：外国人来华就业签证申办流程简化》（第十二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此外，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本次会议还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参与 
‘中国制造2025’、现代农业、企业技改等重点项目”“鼓励民间资本采取多种
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完善民营企业信用评级制度”和“鼓励各
地设立信贷风险补偿基金，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等措施。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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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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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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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7年7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2017】69号文，印发了《中央企业
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目前，全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面已达到90%以上，但仍有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
部分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尚未完成公司制改制。《方案》明确，2017年底前基本完
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中央企业（不含中央金融、文化企业）全部改制为
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方案》还提出相关政策支持：

文号：国办发【2017】69
号
发文日期：2017年7月18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中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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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拨土地处置

•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实行授权经营或具有国家授权投
资机构资格的企业，其原有划拨土地可采取国家作价出资
（入股）或授权经营方式处置。

•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全资子公司，其原有划拨土地可按照有关规定保留划拨
土地性质。

税收优惠支持

• 公司制改制企业按规定享受改制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土
地变更登记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等方面税收优惠政策。

改制涉及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
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关
于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
5号）《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5】37号）《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关
印花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3】183号）。

工商变更登记

•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全资子公司，母公司可先行改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其所属子企业或事业单位要限期完成改制或转企。

•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股权多元化企业，应先将其所属子
企业或事业单位改制或转企，再完成母公司改制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

资质资格承继
• 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全资子公司或国有控股公司，其经营过程中获得的各种
专业或特殊资质证照由改制后公司承继。

此外，《方案》还明确了注册资本的确定要求：

• 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全资子公司，可以上一年度经审
计的净资产值作为工商变更登记时确定注册资本的依据，待公司章程规定的
出资认缴期限届满前进行资产评估。

• 改制为股权多元化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
估、进场交易等各项程序，并以资产评估值作为认缴出资的依据。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6/content_5213271.htm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wengao/2009niancaizhengbuwengao/caizhengwengaodiwuqi/200908/t20090825_19837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52294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55094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812198/n813041/c120475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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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2016年版）>填
报口径的公告》

2016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42号公告（以下简称“42号公告”），
明确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应当在报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时，同时填报国别
报告，适用于2016年及以后的会计年度。【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
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第二十三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

同时，为帮助各国税务机关和跨国公司更好地落实BEPS第13项行动计划关于国
别报告的建议，OECD于2017年4月刚刚发布了国别报告的附加指引，其中明确，
“国别报告中跨国企业集团‘关联方’的认定应与其‘成员实体’的认定保持一
致”【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二零一七年四月）】

为落实42号公告并与OECD最新发布的国别报告填报口径相衔接，2017年7月7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7年第26号公告，对以下内容进行了明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2016年版）》（以下简称
“《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中的《国别报告-所得、税收和业务活动国别
分布表》（中英文表）按照“关联方”与“成员实体”一致的原则进行填报。

• 需填报国别报告的居民企业可以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对已经填报的2016年
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通过申报更正流程进行补充修改。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26号
发文日期：2017年7月7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7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存在关联交易的
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三议定书>生效
执行的公告》

2016年12月8日，中国政府与巴基斯坦联邦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
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第三议
定书》（以下简称“《第三议定书》”）。【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
八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2017年7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7年第25号
公告，明确中巴双方已完成《第三议定书》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自
2017年4月24日起生效执行。

《第三议定书》规定，中国工商银行和丝路基金在巴基斯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巴经济走廊能源项目合作的协议》中提
及的能源项目提供贷款取得利息时，可依据中巴协定第十一条第三款和中巴协定
第二议定书的规定，在巴基斯坦免征所得税。

中国目前签署的105个税收协定（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已覆盖大部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而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还将致力于与更多“一带一路”合作国家谈签更为
优惠的税收协定议定书，以有效降低中国“走出去”企业税收负担。

【延伸阅读】今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上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要深化税收合作，努力消除税收壁垒，
有效降低税收负担，并共同提升税收治理能力。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已于4月发
布了税总发【2017】42号文，要求各级税务机关从四个方面认真落实税收服务
“一带一路”工作。【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五
月）（第二十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25号
发文日期：2017年7月7日
执行日期：2017年4月24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3.html
http://www.oecd.org/tax/beps/guidance-on-the-implementation-of-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beps-action-13.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4/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723197/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153307/part/1153308.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812176/n812783/c1194609/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72313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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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
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15年5月22日，为进一步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模式，国务院发布纲领性文件——《关于在公
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
42号）。此后，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加快PPP立法工作进
度，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将此项立法列为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

为此，2017年7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
各界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17年8月22日。《征求意见稿》从合作项目的
发起、合作项目的实施、监督管理、争议解决、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其中重要内容包括：

• 对PPP模式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同时为避免PPP模式泛化，明确规定了
可以采用PPP模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条件，包括政府负有提供责
任、需求长期稳定、适宜由社会资本方承担等，并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可以采用PPP模式的项目指导目录，并适时调整。

• PPP涉及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以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等多个部门和地方政府
的职责。《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务院建立PPP工作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
决PPP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 关于合作项目的实施，《征求意见稿》规范了社会资本方的选择、项目合作
协议、项目公司活动、股权转让及项目资产的用途、合作项目协议的变更和
提前终止等内容。其中：

o 合作项目协议中不得约定由政府回购社会资本方投资本金或者承担社会资
本方投资本金的损失，不得约定社会资本方的最低收益以及由政府为合作
项目融资提供担保。

o 项目公司不得从事与合作项目实施无关的经营活动。

o 社会资本方在合作项目建设期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合作项
目运营期内，经本级人民政府同意，社会资本方可以转让其持有的项目公
司股权。

• 针对实践中社会资本方普遍担心的能否受到公平对待、合理回报有无保障以
及政府随意改变约定、“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征求意见稿》还特别提
出相关措施，严格约束政府行为，着力消除社会资本方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后
顾之忧。

据了解，相关部门正在抓紧制定PPP相关的配套税收政策。而在此之前，毕马威
已推出了以下专刊重点探讨税收政策对PPP项目的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
接进行阅读：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下税务问题探讨》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7月2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开展PPP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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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tax-impacts-of-ppp-in-china.html
http://ppp.hebcz.gov.cn/gzdt/201707/t20170721_2668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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