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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十四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跨境应税行为免税备案等
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2017年8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7年第30号公告（以下简称“30号公
告”），对跨境应税行为免税备案等营改增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操作问题进行统一
和明确，自2017年9月1日起执行（除以下特别注明的以外）。主要包括：

• 纳税人发生跨境应税行为，按照规定办理免税备案手续后发生的相同跨境应
税行为，不再办理备案手续。【《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6年第29号）规定了免税备案手续，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
十八期，二零一六年五月）】

• 纳税人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订运输服务合同，收取运费并承担承运人责
任，然后委托实际承运人完成全部或部分运输服务时，相关费用的进项税抵
扣问题。

• 个人委托房屋中介、住房租赁企业等单位出租不动产时，增值税发票的代开
问题。

• 自2018年1月1日起，金融机构开展贴现、转贴现业务的发票开具问题。【关
于金融机构贴现、转贴现业务增值税计算缴纳的相关内容，详见毕马威《中
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七月）】

同时，8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进一步提出营改增改革的下一步改革方向，
主要包括：

• 加大电子发票推广力度，提高税收信息化水平；

• 继续完善制造业、金融业、建筑业等行业增值税政策，健全抵扣链条；

• 妥善处理小规模纳税人和简易计税等政策安排，逐步扩大一般计税方法适用
范围；

• 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合理设置税率水平；及

• 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进程，把营改增试点成果用法律规范确定下来。

*关于营改增新政其他有关配套政策内容及其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
读相关内容：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30号
发文日期：2017年8月14日
执行日期：2017年9月1日、
2018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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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32696/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7/china-tax-weekly-update-28.html
http://www.sxs-l-tax.gov.cn/article-8-d57915af-157f-48ff-b692-1a81b27d2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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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四期）

 《中国税务快讯：资管产品增值税细则给予优惠政策 》（第二十二期，二
零一七年七月）

 《中国税务快讯：重点行业营改增难点问题获明确》（第三十八期，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53号公告明确预付卡增值税
税务处理》（第三十七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中国税务快讯：金融服务业增值税免税范围扩大》（第二十期，二零一
六年七月）

 《中国税务快讯：税法新规明确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第十七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2017年8月2日，国务院发布《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683号，以下简称“新《条例》”），取代了原银监会等七部门于
2010年发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等七部门令【2010】
第3号，以下简称“原《办法》”），成为融资担保公司开展业务的新规范，自
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与原《办法》相比，新《条例》的主要变化有：

文号：国务院令第683号
发文日期：2017年8月21日
执行日期：2017年10月1日

相关行业：融资担保行业
相关企业：融资担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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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变更
和终止

• 提高了设立融资担保公司的条件，将注册资本（实缴货币资
本）由各地自行确定最低限额（但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
提高到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 新增融资担保公司跨省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要求注册资本
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经营融资担保业务3年以上，且最近2
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 新增融资担保公司解散的，除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还应对未到期融资担保责任的承接作出明确安排的要求。

经营规则

• 对主要为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融资担保公司，
其担保责任余额可由一般规定的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倍提高
至15倍。

• 进一步明确融资担保公司不得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
供融资担保，为其他关联方提供融资担保的条件不得优于为
非关联方提供同类担保的条件，并须依法报告和披露。

• 再次强调了融资担保公司不得从事吸收存款或变相吸收存款、
自营贷款或者受托贷款、受托投资。

监督管理和
法律责任

• 进一步明确了监管部门的主要责任，规定了具体监管措施以
及融资担保公司应当遵守的监管要求。

新《条例》同时给予了一定的过渡期，明确此前已设立的融资担保公司不符合新
《条例》规定条件的，应当在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规定条件；逾期仍
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得开展新的融资担保业务。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7/china-tax-alert-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alert-3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alert-3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0-new-circular-expands-upon-china-vat-exemptions-for-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7-va-treatment-of-reinsurance-arrangement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8/21/content_52192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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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四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国-荷
兰社会保障协定的通知》

2017年8月10日，人社部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国-荷兰社
会保障协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中荷两国于2016年9月签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社会保障协定》（以下简称“《协
定》”）和《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社会保障协定的谅解
备忘录》于2017年9月1日正式生效。

《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

• 互免险种范围：中国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荷兰为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和遗属保险。

• 适用免除的人员：派遣工作人员、海员、航空器雇员、公务人员、外交和领
事机构人员、随行家属等。

• 派遣工作人员免除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期限：就派遣工作人员而言，首次申请
免除缴费期限最长为5年。如派遣期限超过5年，经中荷两国主管机关或经办
机构同意，可予以延长，延长免除期限不超过1年。

《通知》还同时明确了依据《协定》免除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的办理程序。

*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与德国、韩国、丹麦、芬兰、加拿大、瑞士、荷兰、法
国、西班牙签署了双边社保协定，其中与德国、韩国、丹麦、芬兰、加拿大、瑞
士、荷兰签署的双边社保协定已生效执行。

文号：人社厅发【2017】
93号
发文日期：2017年8月3日
执行日期：2017年9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涉及将雇员派遣
到荷兰/中国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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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huanti/waiguorencanbao/sbsbhmxd/201708/W020170810616789060550.doc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huanti/waiguorencanbao/sbsbhmxd/201708/W020170810616789079245.doc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huanti/waiguorencanbao/sbsbhmxd/201708/t20170810_2755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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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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