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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就《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017年8月3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截止日期
为2017年9月30日。 《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包括：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8月30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行业
相关企业：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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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则

• 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由基金管理
人管理，为投资者的利益进行投资活动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

• 私募基金财产的投资包括证券及其衍生品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基金份额，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简称“证监会”）
规定的其他投资品种。

•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和该《征求意见稿》的规
定，对私募基金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私募基金
管理人

• 私募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担任。
• 列明了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主要股东、合伙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委派代表的各种情形。
• 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兼营与私募基金无关或者存在利益冲突的其

他业务，不得进行利益输送。
• 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初次开展资金募集、基金管理等私募基

金业务前应当向基金行业协会履行的登记手续。

私募基金
托管人

• 明确了私募基金托管人应当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相关规定，
同时列明了其应当履行的职责。

资金募集

• 私募基金应当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不得采取将私
募基金份额或者其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变相突破合格投资
者标准。

• 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
位和个人募集资金；不得通过各种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
不得以虚假、片面、夸大等方式宣传推介；不得向投资者承诺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自私募基金募集完毕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向基金行业协会办理备案。

http://zqyj.chinalaw.gov.cn/readmore?id=2061&listType=1
http://www.chinalaw.gov.cn/art/2017/8/30/art_33_2061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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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还包含私募基金的投资运作、信息提供、行业自律、监督管理、
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等。

【延伸阅读】2016年12月和2017年6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
于 明 确 金 融 、 房 地 产 开 发 、 教 育 辅 助 服 务 等 增 值 税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2016]140号，以下简称“140号文”）和《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7]56号，以下简称“56号文”）。根据56号文及140号文的规定，资
管产品中的私募投资基金的增值税纳税主体为私募基金管理人，适用3%的增值
税税率。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
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配套政策内容及其影响的分析，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
链接阅读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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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信托登记管理办法的通
知》

2017年8月25日，银监会发布《信托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构建了全国信托业统一的信托登记制度，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
主要内容包括：

• 信托登记包括预登记、初始登记、变更登记、终止登记和更正登记，信托机
构的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信息登记、信托受益权账户的设立和管理等由中国
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集中办理。

• 经登记的信托产品，取得唯一合法产品编码，从成立、信息公示到过程管理、
清算等构成完整业务链。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基本信息应进行公示，并对公示信息规定了必要的内容。

《办法》施行设立了3个月过渡期，过渡期为2017年9月1日至11月30日。过渡期
内新发信托产品按新规则（《办法》）、老规则（银监办发〔2014〕99号）同
时执行；过渡期结束后，统一按该《办法》执行。同时，对于存续信托产品，
2018年7月1日仍存续的需按《办法》要求补办信托登记。

文号：银监发【2017】47
号
发文日期：2017年8月25日
执行日期：2017年9月1日

相关行业：信托行业
相关企业：信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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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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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brc.gov.cn/govView_30985FAB47794FF6A348DD6FF918FE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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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税法（草案）征求意见

2017年9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法（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公布，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意见截止
日期为2017年10月5日。

2006年4月，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规定在中国境内收购烟叶的单位按烟叶收购金额的20%缴纳税款。由
于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烟叶税税制比较稳定、要素基本合理，《草案》保持了现
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将《条例》平移上升为法律。本次《草案》明
确：

• 与暂行条例保持一致，烟叶税纳税人为我国境内收购烟叶的单位，具体是指
有权收购烟叶的烟草公司或者受其委托收购烟叶的单位。

• 烟叶税的征税对象为烟叶，范围包括烤烟叶、晾晒烟叶；烟叶税的计税依据
为纳税人收购烟叶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 为确保烟叶税法平稳实施，烟叶税税率保持20%不变。

此外，《草案》还对烟叶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等作了规
定。

【延伸阅读】在我国现行的19个税种中，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属于税收法律体系，其余15个税种，按国务院制定的有关
行政法规征收。2017年，我国将继续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除烟叶税法外，2017年还将审议船舶吨税法；而个人
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关税法、耕地占用税法属于预备及研究论证项目，
视情在2017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审议。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9月6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烟草行业
相关企业：烟草企业
相关税种：烟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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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c.gov.cn/COBRS_LFYJNEW/user/UserIndex.jsp?ID=8375205
http://www.gov.cn/zwgk/2006-05/10/content_277505.htm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3468&flag=1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223664/content.html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158229&flag=1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6-12/25/content_2004993.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05/02/content_2021068.htm
http://www.npc.gov.cn/npc/flcazqyj/2017-09/04/content_20283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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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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