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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

文号： 国办发[2016]7号
发文日期： 2016年02月18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创业创新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进
口关税、进口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2016]7号文，要求加快众创空间发
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其中，对众创空间的政策支持除了给予奖励和补助、
引导金融资本支持、支持科技人员到众创空间创新创业等外，涉及的主要税收政
策有：

• 众创空间的研发仪器设备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可按照税收有关规定适用加
速折旧政策。

• 进口科研仪器设备符合规定条件的，适用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 众创空间发生的研发费用，企业和高校院所委托众创空间开展研发活动以及
小微企业受委托或自身开展研发活动发生的研发费用，符合规定条件的可适
用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 研究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符合规定条件的众创空间可适用科技企
业孵化器税收政策。

• 企业建设众创空间的投入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

• 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中的二次开发费用，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可以适用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毕马威关于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优惠和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最新政策的相关出版物：

 《中国税务快讯：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及规定的
通知》（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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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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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
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18/content_5043305.htm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Pages/china-tax-alert-02-adjusting-catalogues-and-provisions-concerning-import-duty-policies.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Pages/China-tax-alert-1511-31-RD-Super-Deduction-Regulation-Update.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Pages/china-tax-alert-03-super-deduction-regulation-upda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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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国发[2016]40号
发文日期： 2016年02月25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服务行业
相关企业：在10个试点省市
和5个试点新区设立的服务企
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 现金流负担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在上一期《中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中曾提及，2016年2月
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用2年时间，在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
州、武汉、广州、成都、苏州、威海10个省市和哈尔滨、江北、两江、贵安、西
咸5个国家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2016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批复，同意在上述10个省市和5个国家级新区
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并发布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方案对试点期限、试点任务及政策保障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其中包括以下政策保障措施：

其他政策保障措施还包括：落实创新金融服务举措、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
基金等。

《国务院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的批复》

加大中央财
政支持力度

• 对试点地区进口国内急需的研发设计、节能环保和环境服务等
给予贴息支持。

完善税收优
惠政策

• 在试点地区扩大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范围，由服务外包扩
大到其他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

• 将服务外包领域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由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推广到试点地区。

• 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部分据实税前扣除，超
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探索便利化
举措

• 对试点地区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全面实施服务外包
保税监管模式。

文号： 国发[2016]9号
发文日期： 2016年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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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5年10月11日，国务院曾发布国发[2015]57号文（以下简称“57号文”），
决定第一批取消6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2016年2月19日，国务院
又发布国发[2016]9号文，决定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
项。至此，以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形式设定的面向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
审批事项已清理完毕。

此次取消的152项审批事项中，涉及税务事项共17项，包括：扣缴税款登记核准、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选择主管税务机关的批准、创业投资企业享受创业投资所得
税优惠核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核准等。
* 57号文取消的62项审批事项中，涉及税务事项共29项，包括：注册税务师执业
核准、 主管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适用行业及所适用的利润率的审核、 企业符
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条件的业务的核准、 企业享受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或缩短折旧年限所得税优惠的核准等。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57号文全文。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
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25/content_5046212.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2/19/content_5043903.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10/14/content_102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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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税总函[2016]74号
发文日期： 2016年2月18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属于《国家重
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
定范围的行业
相关企业：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条件的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2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税总函[2016]74号，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的贯彻落实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 各级税务机关要简化备案程序，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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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76号）
的规定，认真做好所得税优惠政策备案和后续管理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变
相审批。

• 对跨认定机构管理区域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各地税务机关要实现管理的无
缝对接，降低纳税人的涉税成本。

*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毕马威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相
关出版物：

 《中国税务周报》（第五期，二零一六年二月）

 《中国税务快讯：新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公布》（第五期，二零
一六年二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17934/content.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5.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Pages/china-tax-alert-05-new-version-of-admin-measures-for-hn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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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9号
发文日期： 2016年2月16日
执行日期： 2016年3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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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全文。

2016年2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2016年第9号公告（以下简称“9号公
告”），就纳税信用管理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完善：

• 因税务检查等发现纳税人以前评价年度存在直接判为D级情形的，主管税务机
关应调整其相应评价年度纳税信用级别为D级，该D级评价不保留至下一年度。

• 主管税务机关按月开展纳税信用级别动态调整工作。主管国税机关、地税机
关应及时沟通，相互传递动态调整相关信息，协同完成动态调整工作，并为
纳税人提供动态调整信息的自我查询服务。

• 对于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反避税调查、税务稽查发现的应补税款占评价期
应纳税款1%以上的，9号公告对其扣分标准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扣分标准较
之原扣分标准有所增加。

* 国家税务总局刚刚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号，对纳税信用为A级的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消增值税发票认证。这一举措大大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成本，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六年二月）
了解详情。

* 国家税务总局自2014年起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建立纳税信用管理体系相关文件，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法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0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8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纳税信用补评和复评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5年第4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纳税信用管理若干业务口径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5年第85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纳税信用管理有关事
项的公告》

文号： 税总函[2016]57号
发文日期： 2016年2月15日
执行日期： 2016年2月15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2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税总函[2016]年57号，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全
面升级12366纳税服务热线系统，并对有关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制度的有关事项进
行了明确和完善。

升级12366纳税服务热线系统后，税务机关将可通过网站、12366热线、信函、
现场等多渠道接收纳税服务投诉，统一进行受理、转办、处理、分析、反馈、查
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制
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15645/content.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6.aspx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15061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150877/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70317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31593/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1459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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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财税[2016]23号
发文日期： 2016年2月17日
执行日期： 2016年2月22日

相关行业：无
相关企业：无
相关税种：契税、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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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全文。

2016年2月1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财税
[2016]23号文，对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营业税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其中北京、
上海、广州和深圳适用于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后的契税和
营业税优惠政策及适用范围如下表所示：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

税种 具体情况 优惠税率 适用范围

契税

个人购买
家庭唯一
住房

面积90平方米及以下 减按1%的税
率征收

全国适用
面积90平方米以上 减按1.5%的

税率征收

个人购买
家庭第二
套改善性
住房

面积90平方米及以下 减按1%的税
率征收

除北京、上海、
广州及深圳外
的其他地区适
用面积90平方米以上 减按2%的税

率征收

营业税

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
售

全额征收营
业税

除北京、上海、
广州及深圳外
的其他地区适
用个人将购买2年及以上（含两年）

的住房对外销售 免征营业税

文号： 建办标[2016]4号
发文日期： 2016年2月19日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建筑行业
相关企业：建筑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2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建办标[2016]年4号文，对建
筑业营改增项下，工程造价构成各项费用调整和税金计算提出了参考方法：

• 工程造价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工程造价=税前工程造价×（1+11%）

其中，11%为建筑业拟征增值税税率，税前工程造价为人工费、材料费、施
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利润和规费之和，各费用项目均以不包含增值
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价格计算，相应计价依据按上述方法调整。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2016年4月底前完成计价依据的调整准备。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营改
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备工作的通知》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14216/content.html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602/t20160222_2267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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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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的可

能性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
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设定灵活务实的永久居留申请条件、
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永久居留受理审批程序，并明确和落实永久居留资格待遇。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

资格待遇

• 永久居留证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的身份证件，可以单独使
用。外国人可持证在中国境内办理金融、教育、医疗、交通、
通信、就业和社会保险、财产登记、诉讼等事务。持证人在中
国居留期限不受限制，可以凭本人护照和永久居留证出境入境。

• 永久居留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免办外国人工作许可，可按规
定参加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职业资格考试。

• 在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
宿登记等方面依法享受中国公民同等待遇。

•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依法参加相应社会保险，缴存和使用公积
金。在中国境内居住但未工作，且符合统筹地区规定的，可参
照国内城乡居民参加居住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 在海关通关时，携带的自用物品按照海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申请条件

• 实施重点引才计划备案制度，稳步扩大、动态调整重点引才项
目备案范围。建立人才签证与永久居留衔接机制，对国家“千
人计划”等纳入重点引才计划备案项目的人选申请永久居留的，
予以优先办理。

• 探索计点积分制等评价机制，建立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指标评价
体系。

• 调整在华工作人员申请永久居留门槛，扩大聘雇单位类型范围，
取消职务级别限制，放宽居住时限要求。对在国家重点支持的
行业和领域工作的外国人，畅通从工作居留向永久居留的转换
机制。放宽外国优秀留学生在华工作限制。

• 实施积极的投资移民政策，丰富评估要素，灵活调整投资年限、
数额、方式等申请标准。

• 进一步拓宽突出贡献人员范围、丰富推荐方式、简化申请手续、
缩短审批时限。

• 扩大家庭团聚人员申请永久居留类型，放宽居留年限要求，对
长期在华居住、曾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员提供申请永久居留的渠
道。

http://www.gov.cn/xinwen/2016-02/18/content_50434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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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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关税、增
值税等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进出口贸易限制或将降低
• 进出口税收成本或将降低
• 跨境投资限制或将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商务部网站发布的新闻，2016年2月14日至19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第11轮谈判暨2016年首轮谈判在文莱斯里巴加湾举行。本轮谈
判由首谈会议和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4个分组会议共同组成，
会议重点推进货物、服务、投资三大核心领域市场准入谈判和文本磋商，并初步
确定2016年谈判计划。出席本轮谈判的代表由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印度、东盟10国和东盟秘书处代表组成。

* RCEP谈判于2013年5月正式启动，成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印度和东盟10国共16方。RCEP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50%，国内生产
总值、贸易额和吸引外资接近全球三分之一，是当前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
易协定谈判，也是我国参与的成员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自贸区谈判。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11
轮谈判在文莱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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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关税、增
值税等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进出口贸易限制或将降低
• 进出口税收成本或将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商务部网站发布的新闻，2016年2月22日至23日，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
第一轮谈判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举行。双方对谈判日程、谈判结构、各议题
领域和原则等问题达成一致并签署模式文件。同时，双方成立谈判工作组，开始
自贸协定文本磋商，并就后续工作达成共识。双方初步商定，第二轮谈判将于
2016年5月9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第一轮谈判在格鲁吉
亚举行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602/20160201261000.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602/201602012609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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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
旅游局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店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旅游
局公告[2016]19号）
2016年2月18日，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旅游局在发
布财关税[2016]8号文的基础上，联合发布了国家旅游局2016年19号公告，决定
自2016年2月18日起，增设和恢复口岸进境免税店，将免税品种扩大到关税、进
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在维持居民旅客进境物品5000元人民币免税限额不变基
础上，允许其在口岸进境免税店增加一定数量的免税购物额，连同境外免税购物
额总计不超过8000元人民币。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
旅游局关于印发<口岸进境免税店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关税[2016]8号）
2016年2月18日，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旅游局联合
发布财关税[2016]8号文，列示了国务院同意在19个口岸各增设一家口岸进境免
税店的批复，同时将进口免税店相关管理方法、政策规定予以公布。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海关总署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税则本国子目注释（2016年新增和调整部分）
>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10号）
2016年2月4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10号公告，新增和调整了部分《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本国子目注释》，新注释自2016年3月1日起执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令第80号）
近日，财政部对《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7号）进行了修订，以财政
部令第80号发布了新的《代理记账管理办法》，将于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2/t20160219_1761905.html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2/t20160219_1761906.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87011.htm
http://tfs.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buling/201602/t20160224_17649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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