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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期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财政部部长肖捷：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
方税体系
2017年12月20日，财政部部长肖捷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
度》的署名文章。其中关于“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的部分提及，
要围绕优化税制结构，加强总体设计和配套实施，推进所得类和货物劳务类税收
制度改革，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快健全地方税体系，提升税收立法层次，完
善税收法律制度框架。值得关注的重点内容有：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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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完善直接
税体系

• 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优化税率结构，完
善税前扣除，规范和强化税基，加强税收征管；实行代扣代缴
和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制度，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配套
措施，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 密切关注国际税改动态，审慎评估和研判国际税制发展趋势，
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一带一
路”建设的需要，加强国际税收协调，提升我国税制的国际竞
争力。

• 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
税立法和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
地产税，适当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

健全间接
税体系

• 按照税收中性原则，深入推进增值税改革，进一步健全抵扣链
条，优化税率结构，完善出口退税等政策措施；结合增值税改
革进程，推进增值税立法。

• 结合实施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研究调整部分消费税品目
征收环节和收入归属。

推进健全
地方税体
系改革

• 在目前已实施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耕地占用
税、契税、烟叶税、土地增值税等为地方税的基础上，继续拓
展地方税的范围，同时逐步扩大水资源费改税改革试点，改革
完善城市维护建设税。

• 在中央统一立法和税种开征权的前提下，根据税种特点，通过
立法授权，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地方税收管理权限主
要集中在省级。

• 加快非税收入立法进程；深化清理收费改革，继续推进费改税；
适当下放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

落实税收
法定原则

• 新开征税种，一律由法律进行规范；将现行由国务院行政法规
规范的税种上升为由法律规范，同时废止有关税收条例。

• 力争在2019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2020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
原则”的改革任务。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benbugaikuang/buzhangzhichuang/xjbz/zywg/201712/t20171220_27820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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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实施后有关
备案工作的公告
2017年12月20日，商务部发布2017年第86号公告（以下简称“86号公告”），
对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投资协议》（以下简称
“内地与港澳《投资协议》”）实施后香港、澳门投资者在内地投资企业的备案
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予以明确。

此前，经国务院批准，内地与港澳《投资协议》分别于2017年6月28日、12月18
日签署，将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关于内地与香港的投资协议的相关内容，
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六期，二零一七年七月）】

为做好上述协议实施后香港、澳门投资者在内地投资企业的备案管理工作， 86
号公告主要明确了以下内容：

• 香港、澳门投资者根据内地与港澳《投资协议》在内地投资，所投资企业的
设立及变更备案，参照《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商
务部令2017年2号修订，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及要求办理。

• 符合规定的香港、澳门投资者，除在线提交《暂行办法》规定的文件外，还
应在线提交内地与港澳《投资协议》规定的香港、澳门投资者证明文件。

【延伸阅读】2017年7月30日，商务部发布《关于修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
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商务部令2017年第2号），对原《外商投资企
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令2016年第3号）进行修订。新《暂
行办法》明确，对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对上市公司实施战
略投资，不涉及特别管理措施和关联并购的，适用备案管理。【详见毕马威《中
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一期，二零一七年八月）】

文号：商务部公告2017年
第86号
发文日期：2017年12月20
日
执行日期：2018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关于发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
的通知》
2017年12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5部门联合发布
《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发改外资【2017】2050号，以下简称
“2050号文”），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重点包括：

• 国家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对民营企业“走出去”与国有企业
“走出去”一视同仁。

• 民营企业要根据自身条件和实力有序开展境外投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升级。

• 民营企业要明确境外投资管理部门和职责，细化境外投资决策程序，建立健
全境外企业设立和授权管理制度及境外投资风险管控制度。

• 民营企业要加强对境外分支机构在资金调拨、融资、股权和其他权益转让、
再投资及担保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审慎开展高杠杆投资，规范境外金融衍
生品投资活动。

• 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须获核准；其他情形的，须申
请备案。不得以虚假境外投资非法获取外汇、转移资产和进行洗钱等活动。

文号：发改外资【2017】
2050号
发文日期：2017年12月6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境外投资民营企
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性要求提高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707/20170702617582.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china-tax-weekly-update-31.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201712/20171202687622.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712/t20171218_870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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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50号文还对境外投资民营企业在完善经营管理体系、依法合规诚信经营
的其他方面，以及履行社会责任、资源环境保护和境外风险防控等方面做出规范
要求。

【延伸阅读】2017年8月18日，国务院发布国办发【2017】74号文，同意并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
方向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采取“鼓励发展+负面清单”分别列明了鼓
励、限制和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领域。其中，对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
体育俱乐部等的投资为限制类境外投资，须经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详见毕
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三期，二零一七年八月）】

此前，财政部已印发《国有企业境外投资财务管理办法》（财资【2017】24
号），对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全过程涉及的重要财务问题作出规范。【详见毕马威
《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一期，二零一七年八月）】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8/18/content_5218665.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china-tax-weekly-update-3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china-tax-weekly-update-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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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