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8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8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二期 二零一八年六月

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十期 二零一八年八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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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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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部署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推
动有效投资的措施。主要财税相关内容包括：

• 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
有企业；

【更多详细解读，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 ：所有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提高到75%》（第十七期，二零一八年七月）】

• 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的1130亿元在9
月底前要基本完成；

【2018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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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六期，二
零一八年七月）】

• 在交通、油气、电信等领域推介一批以民间投资为主、投资回报机制明确、
商业潜力大的项目；

•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外商再投资鼓励政策，加快已签约外资项目落地。

【2017年12月及2018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先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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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7】88号）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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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3号），对境
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凡符
合规定条件的，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详见毕马威
《中国税务周报》（第一期，二零一八年一月）及（第三期，二零一八年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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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期）

2018年7月25日，交通运输部发布《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提出要积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推进海南交通运输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其中重要财税相
关政策包括：

• 全面复制自由贸易试验区海运政策。将既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海运扩大开放试点
政策全部复制推广到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投资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注册在海南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取消外资股比不超过
51%的限制。外商在海南可以设立独资企业或股比不限的合资合作企业，经营
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管理、国际船舶代理、国际海运货物装卸、国际海上
集装箱站和堆场等各项国际海运及辅助业务。

• 实施更加开放的登记检验制度。研究探索在海南建立更加开放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国际船舶登记制度。推进船检、海事、港航等部门的船舶、船员、企业相关
证书信息共享。

• 支持海南设立国际航运交易所。重点发展船舶买卖和租赁交易、邮轮游艇交易、
航运金融和航运保险等业务。

• 推动出台海运业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海运业税收优惠政策，
推动对自由贸易港内注册的海运企业自有船员实行更加优惠的个人所得税减免
政策，对船舶及设备等进口、减免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海运及辅助
业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实行低税赋优惠政策。

【延伸阅读】201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提出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范围为海
南岛全岛；并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
由贸易港政策体系。

交通运输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8年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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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投资限制或将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2018年7月17日，商务部办公厅印发《2018年商务执法工作要点》和《2018年商
务执法领域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方案》，明确了将在2018年9月至12月间开展商务
执法专项整治工作。相关工作重点主要包括：

•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依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
重点查处企业备案不规范、未与消费者订立合同或提供章程、资金管理不规范
等行为。

• 汽车销售：依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重点对未按要求备案和报
送信息、未按要求明示价格、加价销售、强制搭售、违规限制经销商经营等行
为开展整治。【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二零一七年四月）】

• 成品油流通：依据《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重点对取得成品油经
营资格企业的油品进销存管理台帐建设情况、落实相关部门安全生产要求情况
以及年度定期检查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开展检查和整治。

• 外商投资：依据《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等相
关规定，重点对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未依法履行备案义务等行为开展监督
检查。【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一期，二零一七年八月）】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商务执法工作
要点》和《2018年商务执法领域市场秩序专项
整治方案》的通知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8年7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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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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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5日，财政部税政司、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联合发布《企业重组
改制税收政策文件汇编》，对现行有效的企业重组改制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契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政策加以汇总整理。所包含的政策文件如下：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企业重组改制税收政
策文件汇编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8年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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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契税、土地增值税、
印花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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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 业 所 得
税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2009年4月30日）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0号，2009年4月30日）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重组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4号，2010年7月26日）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号，2014年12月25日）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货币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处理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4〕116号，2014年12月31日）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货币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有关征管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3号，2015年5月8日）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产（股权）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0号，2015年5月27日）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8号，2015年6月24
日）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制改制企业所得税处
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4号，2017年9
月22日）【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九期，二零
一七年十月）】

增值税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13号，2011年2月18日）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66号，2013年11月19日）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2016年3月23日）（节选）【详
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契税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支持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有关契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7号，2018年3月2日）【详
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二零一八年四月）】

土 地 增 值
税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企业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7号，2018年5月16日）【详见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一期，二零一八年五月）】

印花税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关印花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03〕183号，2003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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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期）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税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规
【2018】988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广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粤府台发【2018】
1号）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公布本市重大
税务案件审理范围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上海
市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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