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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机构换证时可能被审查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
印发修订后的外国（地区）企
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文书格
式 、《外国（地区）企业常
驻代表机构年度报告书》的通
知，工商外企字[2011]26 号，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 月
16 日发布，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
贯彻落实《外国企业常驻代表
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
工商外企字[2011]27 号，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2 月 17 日
发布，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
实施

背景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11年2月16日和2月17日分别发布了工商外企字
[2011]26号文件（以下简称“26号文件”）和工商外企字[2011]27号文件（以
下简称“27号文件”）。27号文件对执行2010年11月19日出台的国务院第
584号令（以下简称“584号令”）中规定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
理事宜拟定了相关程序。26号文件发布了修订后的外国（地区）企业常驻
代表机构登记文书格式和新制定的《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年度
报告书》。584号令的具体内容，请参考中国快讯2010年第21期。
值得关注的是，27 号文件要求所有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在地方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办理证件更换。在换证过程中，登记机关将对代表机构经营活
动遵守相关管理规定的情况进行评估。有关换证事宜的相关的问题阐述如
下：
1. 哪些代表机构需要进行证件更换？
所有应接受 584 号令管理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都应履行换证手续。根
据 584 号令，“外国企业”是指依照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设立的营利性组织。“常驻代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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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是指外国企业依照 584 号令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与该外国企
业业务有关的非营利性活动的办事机构。
2. 哪些证件将被换发？
代表机构登记证和个人代表的代表证都将被换发。
3. 换发何时进行？
代表机构的原登记机关应于 2 月底前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发布公告，告知代
表机构换发证件事项。各地登记机关应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开始对代表机
构进行换证，6 月 30 日前结束。如确有需要延期的，最迟不得超过 2011
年 8 月 31 日。
4. 代表机构应向地方登记机关提交哪些主要资料进行换证？
提出换证申请时，代表机构应出示目前仍然有效的代表机构登记证和代表
证。2011 年 1 月 1 日前已登记设立的代表机构提出换证申请时应提交年度
报告；2011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登记设立的代表机构申请换证时，无需提交
年度报告。
上述年度报告的内容应包含外国企业的合法存续情况、代表机构的业务活
动开展情况及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费用收支等相关情况。
5. 在换证过程中地方登记机关会关注那些问题？
一般而言，
地方登记机关会关注代表机构是否遵循了 584 号令的相关规定，
包括：



代表机构是否只专门从事与设立本代表机构的外国企业有关的非营利
性活动



代表机构是否遵守中国法律，是否从事了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活动



首席代表、代表以及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否遵守关于出入境、居留、
就业、纳税、外汇登记方面的法律法规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根据 27 号文件，对于代表人数已超过 4 人（即：一
名首席代表和三名代表）的代表机构，原则上只允许注销代表。这就意味
着富余人员将失去其代表资格。
6. 在换证过程中地方登记机关是否会考察该代表机构是否正确履行其在
中国的纳税义务？
理论上，根据 584 号令的规定，地方登记机关应该关注代表机构是否普遍
遵守了中国法律。然而实践中，税务领域对于登记机关来讲过于专业因而
很难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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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584 号令要求登记机关与“其他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相互
提供有关代表机构的信息。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地方登记机关会把诸如超
出代表机构经营范围等可能产生税务影响的信息通知税务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国税发[2010]18 号文件（以下简称“18 号文件”）加
大了出现上述情形的风险。18 号文件对于代表机构纳税方法进行了更加严
格的规定，代表机构的核定利润率由 10%提高到 15%并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具体内容，请参阅中国快讯 2010 年第 4 期。
7. 如果在换证过程中发现有代表机构违反了 584 号令中的部分规定，对其
将如何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具体违规情节，地方登记机关有权责令代表机构或代
表或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改正，或者对代表机构或其人员进行处罚， 或者
二者并行。除非代表机构采取补正措施，地方登记机关可能会拒绝为代表
机构换证。情节严重的，代表机构的登记证有可能被吊销。
8. 如果代表机构未能及时换证，会有何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机构会被要求在登记机关接下来规定的时间内改正并
有可能被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代表机构在限定期限内仍未
能完成换证的，有可能被吊销登记证。
9. 换证后代表机构是否应变更税务登记？
一般来讲，如果换证并未引起登记证中实质内容的改变，代表机构无需到
国地税部门变更税务登记。如果有实质内容的改变，则应相应变更税务登
记。
税务登记的变更对代表机构的税务状况可能会产生影响。在问题 6 中所提
到的 18 号文件出台以后，某些地区的国家税务局允许其所辖区域的代表
机构继续采用原纳税申报方法或未对此提出异议。但是税务登记证的变更
可能会提示税务机关使用 18 号文件中规定的新纳税方法。因此，纳税人
需要与所在地的国地税部门确认在换证后是否需要履行税务登记变更手
续，这一点非常重要。
毕马威观察
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审查将愈加严格。特别是中国政府越来越关注
代表机构超越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问题。584 号令所规定的代表机构
可以从事的经营活动范围非常狭窄。
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代表机构很难完全符合 584 号令的规定。举个例子
来说，很多外国企业的代表机构在为非设立本代表机构的外国企业从事经
营活动（例如：境内外的集团公司）。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将其
代表机构转变为外商独资企业。近期代表机构税收法规的变化，特别是问
题 6 中所提及的 18 号文件，使得设立外商独资企业这一选择更具吸引力。
当然， 从经营和财务会计的角度看，代表机构和外商独资企业这两种经营
模式都有其优劣势，投资者应全面考虑从而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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