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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六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征求公众意见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8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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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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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但未予以通过。【详
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二零一八年七月）】

6月29日，全国人大将草案全文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意见
反馈截止日期为2018年7月28日。草案全文与此前财政部部长刘昆针对草案所
做说明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针对此次个税改革更加详细的分析，您可以点击以下刊物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草案提请人大审议——个税改革初具雏
形》（第十四期，二零一八年六月）

 《中国税务快讯：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征求公众意见》（第十六期，
二零一八年七月）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
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文号：财税【2018】70号
发文日期：2018年6月27日
执行日期：2018年6月27日
前

相关行业：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及电网行业
相关企业：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及电网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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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
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明确了2018年对装
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
退还的相关事项。主要内容如下：

• 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行业包括：

 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优先选择《中国制造2025》
明确的10个重点领域内的纳税人，及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
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电网企业：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输电类、供电类）的全部电网企业。

http://www.npc.gov.cn/npc/flcazqyj/2018-06/29/content_2057033.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6/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www.npc.gov.cn/npc/flcazqyj/2018-06/29/content_2057033.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6/china-tax-alert-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7/china-tax-alert-16.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6/t20180628_2941537.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6/t20180628_29415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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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退还的期末留抵税额=纳税人申请退税上期的期末留抵税额×退还比例；退
还上限为纳税人2017年底期末留抵税额。

70号文还规定，针对此次退税工作的实施，由各省级财政和税务部门根据财政部
和税务总局确定的各省2018年退税规模，确定本省退还期末留抵税额的纳税人，
并于2018年8月31日前将纳税人名单及拟退税金额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备案。 同
时，要求各省于2018年9月30日前完成退还期末留抵税额工作。

2018年6月25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企业委托境外研究
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64号，以下简称
“64号文”），对企业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予以
明确，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去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
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公告），完善和明确了
部分研发费用掌握口径。【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六期，二零一
七年十一月）】

本次发布的64号文，将企业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研发费用也纳入了加计
扣除的范围，主要内容如下：

•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80%计入委托方
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
之二的部分，可以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不包括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的研发活动。

• 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应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并由委托方到科技行政主管部门
进行登记。

• 企业在年度申报享受优惠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
以下简称“23号公告”）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按要求留存备查相关资料。
【23号公告的主要内容，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二零一八
年五月）】

原《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19号）中关于“企业委托境外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
的费用，不得加计扣除”的规定同时废止。

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其他政策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内容：

 《中国税务快讯：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享75%研发加计扣除》（ 第十四期 ，二
零一七年五月）

 《中国税务快讯： 国家税务总局加强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落实工作》
（ 第六期，二零一七年二月）

 《中国税务快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新》（第三期，二零一六年一月 ）

 《中国税务快讯：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法规的更新》（第三十
一期，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企业委托境
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的通
知》

文号：财税【2018】64号
发文日期：2018年6月25日
执行日期：2018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涉及研发活动的
行业
相关企业：涉及研发活动的
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54442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922308/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weekly-update-4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878881/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alert-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2/china-tax-alert-0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1/china-tax-alert-03-150-percent-super-deduction-regulation-update.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5/11/china-tax-alert-1511-31-rd-super-deduction-regulation-update.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54442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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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28日、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商务
部连续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以下简
称“2018版全国负面清单”，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令2018年第18号发布）和《自
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以下简
称“2018版自贸区负面清单”，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令2018年第19号发布），分
别自2018年7月28日和7月30日起施行。

此前，发改委曾表示，拟于今年上半年发布新的负面清单包括分别适用于全国和
自贸试验区的两张负面清单，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比全国的负面清单开放力度
将更大。新的负面清单除了包括已经宣布的金融、汽车等行业开放措施外，还将
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等市场高度关注领域
推出一系列开放措施。新的负面清单除了将公布2018年的开放措施外，还将公布
未来几年的开放措施。【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五期，二零一八年
四月）（第十六期，二零一八年四月）】

与2017版相比，2018版全国负面清单的主要变化表现为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
在各领域共推出22项开放措施，并列出了汽车、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路线图时间表，
重点包括：

2018版全国和自贸区两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发布

文号：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令2018年第18号、19号
发文日期：2018年6月28日、
30日
执行日期：分别自2018年7
月28日和7月30日起施行

相关行业：服务业、制造业
等行业
相关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投资限制或将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发
展改革委、商务部令2018
年第18号及这里阅读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令2018年第
19号。

大 幅 扩 大
服 务 业 开
放

• 金融领域：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51%，2021年取
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

• 基础设施领域：取消铁路干线路网、电网外资限制。
• 交通运输领域：取消铁路旅客运输公司、国际海上运输、国际

船舶代理外资限制。
• 商贸流通领域：取消加油站、粮食收购批发外资限制。
• 文化领域：取消禁止投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规定。

基 本 放 开
制造业

• 汽车行业：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
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
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 船舶行业：取消外资限制，包括设计、制造、修理各环节。
• 飞机行业：取消外资限制，包括干线飞机、支线飞机、通用飞

机、直升机、无人机、浮空器等各类型。

放 宽 农 业
和 能 源 资
源 领 域 准
入

• 农业领域：取消小麦、玉米之外农作物种子生产外资限制。
• 能源领域：取消特殊稀缺煤类开采外资限制。
• 资源领域：取消石墨开采、稀土冶炼分离、钨冶炼外资限制。

2018版自贸区负面清单，条目由2017年版的95条缩减至45条。除与全国负面清单
一致的以外，自贸区负面清单在以下方面提出力度更大的开放措施：

• 将小麦、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外资股比由不超过49%放宽至不超过66%；

• 取消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于合资、合作的限制；

• 取消禁止外商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及核燃料生产的规定；

• 取消演出经纪机构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

• 将设立文艺表演团体由禁止投资改为中方控股；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201806/20180602760432.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6/30/5302510/files/5616043fde4d432fa8ab542d12db66c4.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5/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201806/20180602760432.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201806/201806027604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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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原有28.8平方公里区域试点的增值电信开放措施推广到
所有自贸试验区，包括取消存储转发类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国内多方通信服
务业务、上网用户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外资股比限制，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
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

原《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中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时废
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继续执行；原《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
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也同时废止。【2017版全国和自贸区负面清
单的内容，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二零一七年六月）（第
二十六期，二零一七年七月）】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1706/t20170628_852857.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6/16/content_5202973.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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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六期）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海关总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

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8
年第77号）

 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治理影视
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

创新赋能
税道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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