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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日期：2018年1月2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境外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
收预提所得税政策有关执行问题的公告》
2018年1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
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有关执行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3号，以
下简称“3号公告”），对境外投资者以利润分配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
政策的有关执行问题予以明确。
此前，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四部门于2017年12月28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境外投
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
88号，以下简称“88号文”），明确了自2017年1月1日起，对境外投资者以分
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的相关政策问题。【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
周报》（第一期，二零一八年一月）】
3号公告在88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以下事项：
•
被投资企业从事
与鼓励类项目相
关的经营活动的
判定

•

•
境外投资者不当
享受暂不征税政
策的，利润分配
企业和境外投资
者分别承担的责
任

•

•

作为境外投资者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的条件之一，88号文要
求被投资企业要在境外投资者投资期限内从事符合鼓励类
项目范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列鼓励外商投资
产业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所列项
目）的经营活动。
3号公告进一步明确，符合鼓励类项目范围的经营活动包
括与鼓励类项目相关的一项或多项经济活动，相关经济活
动包括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研发活动、投资建设工程或
购置机器设备和其他经营活动。
利润分配企业应当审核境外投资者提供的信息资料，确认
其在形式上是否完整，有无缺项；是否与利润实际支付过
程吻合；涉及利润分配企业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

利润分配企业未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审核时，利润分配企业
主管税务机关追究利润分配企业应扣未扣税款的责任（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修正）》的
规定，处应扣未扣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并向境外投资者追缴应该缴纳的税款。
在利润分配企业应承担责任的情形之外，因境外投资者提
供信息有误，致使利润分配企业错误执行暂不征税政策的，
由境外投资者承担未按期申报缴纳税款责任。税款延迟缴
纳期限自相关利润支付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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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
者在享受
暂不征税
待遇后，
补缴递延
税款的相
关问题

•

•

境外投资者在享受暂不征税待遇后补缴递延税款时，仍可以按
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但通常只能适用相关利润支付
时有效的税收协定规定，即除税收协定另有规定外，境外投资
者不得享受补缴递延税款时的税收协定待遇。
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同一项中国境内居民企业投资包含已享受暂
不征税政策和未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的投资，境外投资者部分处
置该项投资的，视为先行处置已享受暂不征税政策的投资。

此外，3号公告同时还明确了在境外投资者享受暂不征税待遇的过程中（包括向
利润分配企业提出享受暂不征税待遇的要求，以分得利润直接投资，向利润分配
企业主管税务机关提出追补享受暂不征税申请，通过处置投资资产收回直接投资
等环节），境外投资者应提供的资料，以及利润分配企业在执行暂不征税政策过
程中需要办理的税务事项。
* 关于88号文更为详尽的分析及解读，您可以点击以下链接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
（第三十五期，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54号
发文日期：2017年12月29
日
执行日期：2017年度及以
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纳税申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
纳税申报表（A类，2017年版）>的公告》

2017年12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54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7年版）》（以下简称《2017版年度纳税申报
表》），对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进行了优化、简化，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
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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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

•

•

为落实捐赠支出扣除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
集成电路企业优惠、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等一系列税收政策，修订了《捐
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高新技术企
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优惠情况及明细表》等4张表单，
调整了《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优惠明细
表》《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等6张表单的部分数据项。
取消原有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明细表》《资产损失（专项申报）税
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等4张表单。

对《企业基础信息表》《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资产损失税
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等7张表单的数据项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对《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明细表》《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明细表》等8张表
单的部分数据项的填报口径和逻辑关系进行了优化和明确。

【延伸阅读】《2017版年度纳税申报表》落实的新的税收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详见毕马威《中国税
务周报》（第一期，二零一八年一月）】
 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关于公益性捐赠支出税前扣
除的条款【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二零一七年三月）】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
知》【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初创科技
型企业可享税收优惠》（第十五期，二零一七年五月）】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新版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公布》（第十九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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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
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国发【2017】57号）
 《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
第1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新办纳税人“套餐式 ”服务的通知》（税总函
【2017】564号）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有关负责人就推行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简
称有关问题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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