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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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交易的
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增加
• 不合规事宜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OECD批准修改《转让定价指南》

根据OECD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2016年5月23日，OECD委员会批准修订《跨国
企业与税务机关转让定价指南》（以下简称“《转让定价指南》”）。此次修订
主要是将《2015年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报告》（以下简称“BEPS报
告”）第8-10项行动计划《无形资产转让定价指引》、第13项行动计划《转让定
价文档和国别报告》有关内容融入到《转让定价指南》当中。BEPS报告于2015
年10月1日由OECD委员会通过，2015年10月8日由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与央
行行长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1月15、16日由G20领导人会议审议通过。此次
对《转让定价指南》的修订，进一步明确了BEPS报告的法律地位。

OECD此次不仅将BEPS转让定价相关措施纳入指南当中，同时将BEPS报告纳入
到《关于关联企业转让定价决策的委员会建议》的前言当中。鉴于目前某些国家
已经将《转让定价报告》植入其国内法律中，甚至有些国家直接引用《转让定价
指南》来处理相关事务，此次修订更加体现了BEPS报告对《转让定价指南》的
影响力。

此次《转让定价指南》修订的主要事项有：

• 第一章第四部分内容全部删除，代之以新的指引；

• 第二章第2.16段后增加新的段落内容；

• 2.9段后插入一个新的段落；

• 第五章内容全部删除，代之以新的指引及附录；

• 第六章内容全部删除，代之以新的指引及附录；

• 第七章内容全部删除，代之以新的指引；

• 第八章内容全部删除，代之以新的指引；

对《转让定价指南》剩余部分（主要是《第九章：企业重组方面的转让定价》）
的修订工作正在顺利进行。财政事务委员会第六工作组将尽快邀请有关各方对第
九章的修订提出宝贵意见，以确保不适当的修订、重复的内容得到妥善处理。

对《转让定价指南》剩余部分的修订有望于2016年末通过。届时，《转让定价指
南》将以依据BEPS报告第8-10项行动计划和第13项行动计划修订后的版本为主，
如之前的《转让定价版本》与修订后的版本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律适用修订后的
版本。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oecd-council-approves-incorporation-of-beps-amendments-into-the-transfer-pricing-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tax-administrations.htm
http://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oecd-transfer-pricing-guidelines-for-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nd-tax-administrations-20769717.htm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8.pdf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13.pdf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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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35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6日
执行日期：2016年4月15日

相关行业：不相关
相关企业：不相关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6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35号公告（以下简称“35号公
告”），对在内地使用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主管当局出具的居民身份证明书一事
进行明确：

• 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主管当局为香港居民就某一公历年度出具的居民身份证
明书，可用作证明该香港居民在该公历年度及其后连续两个公历年度的香港
居民身份。

• 如有关香港居民的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享受《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
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待遇条件，则原适用于该公历
年度的居民身份证明书不能用作证明其在情况发生变化后的香港居民身份。

35号公告自2016年4月15日起生效执行，2016年4月15日以前由香港特别行政区
税务主管当局出具的居民身份证明书也按照35号公告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内地使用香港居民身份
证明有关问题的公告》

文号：税总发[2016]84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6日
执行日期：2016年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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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合规事宜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
务局联合稽查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
为落实《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中关于“实现国税、地税联合进户
稽查”的要求，2016年6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总发[2016]84号文，印发
了《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联合稽查工作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
法》”）。《办法》对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联合开展税务稽查工作相关事项
作出了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 联合稽查，是指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依据各自职权和法定程序，对共同
管辖纳税人开展联合进户稽查，以及全面实施稽查执法合作。

•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通过信息交换、信息推送和信息查询的方式实现稽
查信息共享。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采集、分析、整理各类稽查案源信息后，对属于
对方管辖税种或者涉及双方管辖税种违法行为线索的案源信息，按规定进
行信息交换。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各自发现并查处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凡涉及对
方管辖税种的具体案件线索，应当及时向对方推送，并移交相关证据资料。

•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应当将符合以下情形的共同管辖纳税人确定为联合
进户稽查对象：

 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开展联合进户稽查的；

 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督办的；

 上一级联查办指定开展联合进户稽查的；

 双方均获得具体税收违法行为线索的；

 同属双方重点税源的；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7855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78065/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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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汇发[2016]16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9日
执行日期：2016年6月9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6月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汇发[2016]16号文（以下简称“16号
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企业外债资金结汇管理方式改革，同时统一规范
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意愿结汇及支付管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主要内容包括：

• 自2016年6月9日起，境内企业（包括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不含金融机
构）外债资金均可按照意愿结汇方式办理结汇手续。

• 相关政策已经明确实行意愿结汇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包括外汇资本金、外
债资金和境外上市调回资金等），可根据境内机构的实际经营需要在银行办
理结汇。境内机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意愿结汇比例暂定为100%。国家外汇管
理局可根据国际收支形势适时对上述比例进行调整。

• 境内机构原则上应在银行开立一一对应的“资本项目—结汇待支付账户”
（以下简称“结汇待支付账户”），用于存放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意愿结汇所
得人民币资金，并通过该账户办理各类支付手续。结汇待支付账户内的人民
币资金不得购汇划回资本项目外汇账户。

• 境内机构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的使用，应当遵守以
下规定：

 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企业经营范围之外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支出；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或除银行保本型产品之
外的其他投资理财；

 不得用于向非关联企业发放贷款，经营范围明确许可的情形除外；

 不得用于建设、购买非自用房地产（房地产企业除外）。

• 境内机构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直接划入结汇待支付账户的，境
内机构不需要向银行提供资金用途证明材料。境内机构申请使用资本项目收
入办理支付时，应如实向银行提供与资金用途相关的真实性证明材料。

• 银行在为境内机构办理资本项目收入结汇和支付时承担真实性审核责任。在
办理每一笔资金支付时，均应审核前一笔支付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与合规性。

• 对于境内机构以备用金名义使用资本项目收入的，银行可不要求其提供上述
真实性证明材料。单一机构每月备用金（含意愿结汇和支付结汇）支付累计
金额不得超过等值20万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本项目结
汇管理政策的通知》

• 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应当对联合进户稽查案件交换审理意见，进行分别
审理，对同一税收违法行为，统一定性和税务处理处罚标准。

* 关于税务稽查改革其他相关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
二十期、第二十一期了解详情。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zbxmzh/node_zcfg_zbxm_zbzh/1c8409804d241f1687cd8fe39639345e/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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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
第36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15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服务行业
相关企业：在31个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和服务创新发展试
点地区设立的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6月15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36号公告，决定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地区和新增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推广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海关保税监管
模式，主要内容如下：

• 在现有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深圳、武
汉、大连、南京、成都、济南、西安、哈尔滨、杭州、合肥、长沙、南昌、
苏州、大庆、无锡、厦门市）的基础上，将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海关
保税监管模式推广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和10个新增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新增地区包括海南省、威海市、贵安新区、西咸新区、沈阳市、长春市、
南通市、镇江市、宁波市、福州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青岛市、郑州市、
南宁市和乌鲁木齐市等14个省市（区域）。

• 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海关保税监管模式适用企业范围为上述地区内经
主管部门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 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海关保税监管模式的适用范围、申报规范、管理
要求等，仍按照《海关总署关于全面推广实施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保
税监管模式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0]39号）执行。

* 关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其他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
报》第六期、第七期了解详情。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36号（关于进一步推广
实施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进口货物保税监管模式
的公告）

文号：工商企监字[2016]97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30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长期停业未经营
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5月3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工商企监字
[2016]97号文（以下简称“97号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长期停业未经营企
业进行清理。

• 清理对象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企业。

• 清理方式包括督促补报年度报告、纳税申报、变更企业登记事项、吊销营业
执照等。

97号文同时规定了清理工作推进、证据收集等方面内容。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清
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803371.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9/info230842.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7.html
http://www.saic.gov.cn/wzj/zcfg/gfxwj/201606/P0201606015210406413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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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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题
阅读法规全文。

为配套营改增新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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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36号文”），各地税务机关近日持续发布
公告或解读，对营改增相关问题进行明确。主要包括：

 国税总局在线解答营改增纳税申报问题

 《深圳证券交易所“营改增”有关事项的公告》

此前，为配套36号文的实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多份文件。
有关各文件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第二十期、
第二十一期及第二十二期了解详情。

* 毕马威已于36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
行业、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
针对三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
十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各地持续发布营改增相关文件

http://www.chinatax.gov.cn/fangtan/160613fangtan/index.html
http://www.szse.cn/main/disclosure/bsgg_front/39760074.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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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沪府办发[2016]23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跨境电子商务行
业
相关企业：上海市从事跨境
电子商务相关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可能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6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沪府办发[2016]23号文，印发了
《中国（上海）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实施方案》要求上海市力争通过两至三年的试验改革，形成一套线
上交易、线上监管、线上服务、线下支撑的规则体系，适应和引领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发展，建成全球跨境电子商务运营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
为实现上述目标，《实施方案》同时提出以下主要任务（部分摘录）：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上
海）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
知》

建设跨境电商
公共服务平台

• 完善上海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监管与服务功能，保
障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国税、工商等部门间数据
互通和共享。

集聚跨境电商
企业主体

• 为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提供在线支付结
算、在线融资、在线保险等金融服务。

• 推出针对跨境电子商务特点的新型认证技术标准和实施规
则，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认证试点。

完善跨境电商
监管制度

• 对接企业信用公示平台，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信用等级，
各监管部门按照企业的信用等级，实行分类监管。

• 创新海关监管模式。探索对零售出口商品实行简化归类，
推进清单申报通关模式，支持B2B、B2C等多种出口业务模
式落地。进口按照“事前备案、集中申报、分批出区、汇
总征税”实施监管。支持快件物流企业系统直接对接公共
服务平台，实现“批量申报、实时传输”功能。

• 创新检验检疫监管模式。根据进出口货物产地的质量管理
水平、生产经营企业的诚信程度、具体商品的风险等级的
不同，构建监管力度从严到松、放行速度由慢到快的多层
次、分梯度的跨境电子商务检验检疫监管体系。

• 创新税收征管模式。推进跨境电子商务企业退税办理无纸
化，实现无纸化退库。

*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及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新政的相关内容，
您可以通过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期、第十二期、第十四期了解详情。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4769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1/china-tax-weekly-update-0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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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技创新中
心相关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印花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为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举措》、实施税收
优惠政策清单自享制度，2016年6月6日，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地方税务
局联合公布了《上海市税收优惠政策自享清单》。对于清单上所列的8项税收优
惠，企业无需向税务机关报送资料。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发
布税收优惠政策自享清单的通知》

增值税

• 购置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抵减增值税
• 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
• 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科普基地、科普活动门票收入免征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 固定资产或购入软件等可以加速折旧或摊销
•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一次性扣除

印花税
• 企业改制过程中印花税优惠
• 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印花税优惠

*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若干举措》的相关情况，您可
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了解详情。

文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公
告2016年第7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26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北京市房地产开
发企业
相关税种：土地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5月26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发布2016年第7号公告，颁布了《北京市地
方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以下简称“新《规程》”）。新《规程》
对《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
清算管理办法>的通知》（京地税地[2008]92号，以下简称“92号文”）进行了
修订，主要修改完善了清算申报与受理、清算审核管理、清算审核内容、税务中
介结构管理等内容，新增了项目管理、核定征收、税收优惠管理、清算审核期间
及清算后再转让房地产的处理等内容，增加了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收入及扣除项
目的相关规定。

新《规程》自2016年7月1日起执行。但《规程》生效前已收到税务机关清算受
理通知书或稽查部门税务检查通知书的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仍按92号文处理。

《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
算管理规程〉的公告》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node92/201606/t20160612_4248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4.html
http://shiju.tax861.gov.cn/bjds/ssdt/xs_nr.asp?id=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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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16]41号）
2016年4月18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财税[2016]41号文，明确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再转让环节征收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具体管理办法，
执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商务部等11部门办公厅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
交易 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的通知》（商建字
[2016]8号）
2016年6月8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11部门联
合发布商建字[2016]8号文，对二手车的异地交易、交易登记程序、税收征管、
流通信息管理等事项作出规定。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6/t20160606_2315042.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d/201606/201606013368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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