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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十二期 二零一七年八月

OECD发布发展中国家应对离岸间接转让资产
工具包草案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UN）
和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联合建立的税务合作平台（The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on Tax）近日发布了一项《离岸间接转让相关税收
工具包》草案，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离岸间接转让资产的复杂税收问题。草
案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日期截止至2017年9月25日。

离岸间接转让，如不动产所在国的非居民将位于另一国的拥有该不动产的实体进
行转让，其税务处理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此做法是一些跨国公司为
最小化税收负担而进行的常见做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该做法也日益成为十分
重要的税收问题。对于如何处理上述交易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原则，OECD/G20
主导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也没有涉及该问题。

草案审阅了指导资产所在国对上述交易的税务处理原则，着重探讨了发展中国家
的采掘业及其他行业，并考虑了OECD和联合国税务公约范本的现行标准，以及
新的多边公约。草案同时还讨论了指导这一领域政策的经济考量因素，在间接离
岸转让时可能吸引税收的资产类型，政策实施中各国面临的挑战以及可执行的方
案选择。

可供选择的两项方案之一是将离岸间接转让视同出售相关资产；方案之二将转让
视为虽由实际卖方离岸进行但转让所得来源于资产所在国，从而使该国能够对其
征税。由于可执行性和调整的逻辑性和简单性，草案更倾向于建议采纳方案一。

【延伸阅读】目前，中国针对离岸间接转让资产的处理类似于方案二的方式，认
为离岸转让所得来源于中国从而应在中国缴税，并主要依靠源泉扣缴的方式实现
对非居民间接转让所得的征税。现行规定主要包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
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
号），以及7号公告的实施指引《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工作规程
（试行）》（税总发〔2015〕68号）。 7号公告所采用的方法与一般反避税管理
办法贯彻一致，其中间接转让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将是对其定性的一
个关键因素。对于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相关交易将可能进行一般反避税立案调查。
【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第三期，二零一五年二月）（第十三期，二零
一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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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ecd.org/tax/discussion-draft-toolkit-taxation-of-offshore-indirect-transfers.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5/02/china-tax-alert-1502-03-new-chinese-indirect-offshore-disposal-rules-issued.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5/06/china-tax-alert-1506-13-implementation-guidance-issued-for-announcement-7.html
http://www.oecd.org/tax/the-platform-for-collaboration-on-tax-invites-comments-on-a-draft-toolkit-on-the-taxation-of-offshore-indirect-transfers-of-asse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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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二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
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增值税管理问题的公告》

2017年7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7年第29号公告（以下简称“29号公
告”），对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开展的原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暂免征收增值税的相关管理事项予以明确，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油和铁矿石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5〕35号），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开展的原油期货保税交割
业务暂免征收增值税。原油期货保税交割具体业务流程可参见下图，其中：

• 原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通过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进行，虚线内为境内机构，
虚线外为境外机构。

• 箭头方向为资金的结算方向及原油保税仓单的交割方向。

• 灰色箭头方向为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方向，红色箭头为境外收付款凭证开具
方向，虚线箭头暂不纳入境内增值税管理范围。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29号
发文日期：2017年7月28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28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在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开展业务的境内外
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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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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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号公告规定：

• 境内机构均应注册登记为增值税纳税人，在首次申报原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
免税时办理免税备案，并应将免税业务对应的资料按月整理成册、留存备查。

• 原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卖方为境内机构时，应向买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 原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卖方为境外机构时，卖方会员单位应向卖方索取相
应的收款凭证，并以此作为免税依据。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74323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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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二期）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车辆购置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的通知》

2017年8月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车
辆购置税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17年9月6日。

本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采取了税制平移的方式将2000年10月国务院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上升为法
律，对少数征税事项进行了合理调整，并进一步完善了征管机制。与《条例》相
比，《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

• 征税对象统一与国家发布的机动车技术标准保持一致，取消《车辆购置税征
收范围表》。

• 对于两种自用应税车辆计税价格的确定，取消了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应税车辆
最低计税价格的规定。

• 由于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实现车辆购置税完税电子信息的实
时交换，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征纳税情况的有效管理，取消了原来的
采取验证纸质完税证明的管理方式。

• 新增车辆生产销售企业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应税车辆生产销售相
关信息的相关规定。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8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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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购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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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要求明年下半年起网络支付业务全部接入
网联平台

部分媒体报道，2017年8月4日，央行支付结算司向有关金融机构下发了《中国
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
平台处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
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于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
入网联平台和业务迁移相关准备工作。

目前，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普遍采取直连银行的模式来
进行资金的转接清算。举例来说：某用户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将资金从A银行账
户转入B银行账户的操作过程是，该资金从A银行账户转入某第三方支付机构，该
支付机构用自己的A银行账户接受该笔资金，再用自己B银行账户将资金转入用户
的B银行账户。有分析人士表示，此模式绕开了央行的清算系统，因而银行、央
行无法掌握具体交易信息及资金流向，给反洗钱、金融监管、货币政策调节、金
融数据分析等央行的各项金融工作带来困难。

去年4月，央行等14部门曾联合发布《关于印发<非银行支付机构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银发〔2016〕 112号），要求“支付机构开展跨行支付
业务必须通过人民银行跨行清算系统或者具有合法资质的清算机构进行”，并提
出“推动清算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共同建设网络支付清算平台”。此后，在央行
指导下，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组织支付机构共同发起筹建网联平台（全称为“非银
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平台建立后，支付机构与银行多头连接开展
的业务应全部迁移到平台处理，实现资金清算的透明化、集中化运作，及对社会
资金流向的实时监测。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8月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金融行业
相关企业：拥有网络支付业
务的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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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jl-n-tax.gov.cn/art/2017/8/11/art_947_114169.html
http://tf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708/t20170807_26674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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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5) 8691 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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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臻怡
电话：+86 (21) 2212 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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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we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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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
电话：+86 (21) 2212 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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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1) 2212 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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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1) 2212 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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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1) 2212 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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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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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0) 3813 8999
lilly.li@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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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mei@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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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耀辉
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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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2 2143 8525
benjamin.po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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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礼信 (Murray Sarel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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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培立 (John Ti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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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hui@kpmg.com

杨嘉燕
电话：+852 2143 8753
karmen.yeung@kpmg.com

叶盛欣
电话：+852 3927 5572
erica.chan@kpmg.com

钟国华
电话：+852 2685 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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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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