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九期 二零一八年五月

文号：财税【2018】54号、
财税【2018】51号、财税
【2018】50号
发文日期：2018年5月7日、
2018年5月7日、 2018年5
月3日
执行日期：2018年1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 2018
年1月1日、 2018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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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花税

财政部 税务总局连发多文落实国务院减税措施
2018年4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七项减税措施，加大对创业创新和
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七期，二零一八年
五月）】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两部门联合发文对其中三项企业所得税、
印花税相关措施进行了落实。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 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54号）

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指除房屋、
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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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税【2018】54号文，点击
这里阅读财税【2018】51
号文及这里阅读财税
【2018】50号文。

•

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
64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51号）

自2018年1月1日起，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
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营业账簿减免印花税的通知》（财税【2018】
50号）

自2018年5月1日起，对按万分之五税率贴花的资金账簿（实收资本和资本公
积合计金额）减半征收印花税，对按件贴花五元的其他账簿免征印花税。

以下四项减税措施尚未发布具体落实措施，我们会持续予以关注：
•

•

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
自2018年1月1日起，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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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号：无
发文日期： 2018年5月4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金融行业
相关企业：期货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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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8年1月1日起，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
长至10年；
将目前在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的创业投资企业和天
使投资个人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按投资额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的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有关优惠政策分别自2018
年1月1日和7月1日起执行。

证监会就《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018年5月4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布《外商
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外资办法》），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2017年11月的中美元首会晤后，中方承诺：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
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
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今年4月，证监会正式发布了《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
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40号），对原《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
立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86号）进行了修订。【详见毕马威《中
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二零一八年五月）】
本次发布的期货业《外资办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

•

•

•

明确适用范围。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界定为单一或有关联关系的多个境外股东
持有（包括直接持有或间接控制）公司5%以上股权的期货公司。

细化境外股东条件。境外股东须为金融机构，且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和经营
业绩，近3年业务规模、收入、利润居于国际前列，近3年长期信用均保持在
高水平。

规范间接持股。要求境外投资者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实际控制
期货公司5%以上股权的，应转为直接持股，但对通过境内证券公司间接持有
期货公司股权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予以豁免。

明确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规定。外商投资期货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须在境内
实地履职，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高级管理人员数量不得低于高级管
理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对文本语言和信息系统部署提出要求。

【延伸阅读】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
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明确表示中国将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并尽快落地四项重大举措。为此，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宣布了
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并表示在未来几个月将具体落
实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五期，二零一
八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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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 2018年5月3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金融行业
相关企业：保险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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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018年5月3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发布《保险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值得注意的内容有：
•

•

•

•

保险公司的关联方是指与保险公司存在受一方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征求意见稿》分别定义了关联法人和关联自然人的具体
条件。

保险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指保险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
的事项，包括投资入股类、资金运用类、保险业务类、利益转移类、服务提
供类，以及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可能
引致保险公司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征求意见稿》对每一项关联交易
的范围分别进行了具体规定。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分为重大关联交易和一般关联交易。其中重大关联交易是
指保险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或年度累计交易额占保险
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末净资产的1%以上且超过3000万元的交易。

关联交易的金额原则上以保险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交易对价或转移的利益
计算。《征求意见稿》分别对每一项关联交易金额的具体计算方式进行了明
确。

《征求意见稿》还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报告和披露、监督管理等进
行了详细的规定，拟自2018年6月1日起施行。提请注意的是，上述关联交易的
定义及计算与税务上的概念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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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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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正式签署双边社会保障协定
2018年5月10日，根据新华网新闻，中国和日本近日正式签署了中日间有关社会
保障协定。根据协定规定：
•

•

日本将免除中国在日本投资企业的派遣员工、船员、空乘人员、外交领事机
构人员和公务员缴纳厚生年金和国民年金的义务；
中国将免除日本上述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义务。

此前，中国已分别与德国、韩国、丹麦、芬兰、加拿大、瑞士、荷兰、法国、西
班牙、卢森堡签署了双边社会保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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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
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执行及相关事宜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2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保障基金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8】41号）
 《中国证监会关于就<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设立、收购、
参股经营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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