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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国家税务局2016-2018年度国际税收
遵从管理规划》

2016年8月9日，江苏省国税局发布了《2016-2018年度国际税收遵从管理规划》
（中英文版），结合国际税收规则的新变化，对跨国企业从13个方面提出了防范
税收风险的建议（以下简称“控制要点”）。

文号：苏国税发[2016]125
号
发文日期：2016年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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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 运营成本降低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跨境税收风
险控制应纳
入公司治理
和内部控制

• 将跨境交易税收风险控制纳入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董事会
应制定税务风险管理策略，统筹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共同做
好风险防范

• 涉及集团内的关联交易定价、跨境业务重组、离岸架构设计
等重大事项，应经董事会审议集体讨论决策

• 企业可以委托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但并不因此改变企业
对涉税行为法律责任和后果的承担

充分考虑中
国特殊因素
对利润的贡
献

• 跨国公司应关注以下中国特殊因素：

 优良的公共基础设施

 巨大型中国市场

 高附加值劳务

• 税务机关在转让定价调查、预约定价和双边磋商中将会充分
考虑中国特殊因素对利润的贡献。江苏省国税局对以下两种
情况重点关注：一是跨国公司中国成员企业的销售收入、资
产、高附加值劳务人数占集团比例高，而利润与税收占集团
比例低；二是集团来源于中国市场的销售和利润占比高，而
留在中国成员企业的利润和税收占比低

企业职能风
险承担与利
润分配应一
致

• 认真审视在华成员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实际履行的职能和承担
的风险，据实做出企业职能和风险的准确定位

• 动态审视在华子公司经营活动的变化，伴随集团业务的发展
或重组，在华子公司的职能风险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应根据
实际情况调整企业定位和利润归属

• 职能风险的调整应考虑相应补偿，如在华子公司前期承担了
大量研发或营销活动，在即将进入后续收益期时，集团将该
职能剥离到其他关联企业，则该职能调整应按独立交易原则
加以审视，考虑对前期职能承担的补偿。

http://www.jsgs.gov.cn/art/2016/8/9/art_55_2562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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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形资产
本地化研发
和受托研发
给予合理回
报

• 本土化研发或受托研发即使是在总部总体决策指导下，仍有
具体决策、风险承担、资产使用、重要人员投入等特征，在
价值创造中发挥特定作用。总部决策应获取应有利润，但不
应忽视本地化或受托研发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贡献，更不能仅
靠法律形式人为将超额利润归集到集团内某一公司，特别是
位于低税地的公司

• 受托研发不是一般性集团内劳务，不能仅按低成本加成率予
以回报，要结合研发人员投入、研发成果利用以及研发中的
成本节约等因素，对受托研发活动给予充分补偿

• 仅拥有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权或仅提供资金，未承担相关风
险、履行相应职能的企业，只能按独立交易原则获取与之相
应的补偿，不能享有无形资产的超额回报

重视业务重
组经济实质

• 业务重组应基于合理商业目的，不应以获取税收利益为唯一
目的或主要目的，如人为设置中间架构、增加交易环节等

• 业务重组应有公司内部完整决策程序和过程资料相佐证，包
括董事会决议、内部备忘录、重组评估报告、重组合同、补
充协议、收付款凭证、与相关交易方的沟通记录等相关资料

• 业务重组应有实质性的功能、风险或资产转移，合同形式与
实际执行相符，重组后的各方利润归属应与新的资产、职能
和风险配置格局相一致

基于价值贡
献适用适当
的转让定价
方法

建议跨国纳税人根据实际情况尝试基于集团全球价值链分析的转
让定价方法：

• 充分占有信息，包括集团转让定价全球文档、国别报告、商
业数据库、内部财务信息等，加强集团内部的沟通，充分了
解相关信息的实质

• 分析集团价值链的整体营运及获利情况，梳理价值链上各项
职能的承担者和履行情况，识别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如无
形资产、固定资产、人员、市场等

• 按照已确定的某个或某组核心要素指标（如资产、销售、费
用、成本等），将价值链上的总利润在各职能及其承担者之
间进行分配，确保利润分配结果与价值链上各方的职能和风
险承担相匹配

避免激进的
税收筹划

跨国纳税人应避免设计和使用以规避纳税为主要目的的激进税收
筹划，比如：

• 避免在低税地设立壳公司，仅满足法律形式但不从事实质性
经济活动，将股权、债权、无形资产归集到该公司，获取收
益时一方面享受税收协定减免税优惠，另一方面享受设立地
对境外所得免税优惠

• 避免设立多层境外持股架构，形式上转变为外国企业，但实
质上实际管理机构仍在国内，借此规避中国税收管辖权

• 避免通过拆分合同、签订三方合同，隐藏或减少非居民劳务，
规避常设机构的认定，在包含设备进口、技术服务、技术使
用等多项内容的总合同中，人为调整或混淆项目收费，减少
应税项目金额

避免出现被
列为高风险
的几种错配

• 避免集团整体盈利较好而在华成员企业微利甚至亏损

• 避免集团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而在华成员企业在当地几乎没
有或很少有税收贡献

• 避免在华成员企业是集团重要生产基地甚至伴有研发职能，
中国市场构成集团重要市场份额，但在华成员企业仅获得很
少的集团利润占比

• 避免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而处于低利状态，同时向境外支
付大额特许权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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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出现被
列为高风险
的几种错配
（续）

• 避免在华成员企业经营规模稳定甚至不断扩大，但长期处于
微利甚至亏损状态

• 避免在华成员企业长期对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或其他集团费
用，但无形资产的使用和高额的劳务购买没有带来经营成效，
反而长期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

提高同期资
料准备质量

• 密切关注同期资料新规，按要求真实、完整、准确地提供各
项信息，统筹好本地文档、国别报告、主文档的信息准备，
避免错漏、矛盾和缺失

• 同期资料准备质量将作为企业风险等级评定的重要依据，税
务机关定期对同期资料开展审核，对质量较差的企业提高风
险评级，作为转让定价调查的重点关注对象

重视申报、
备案类法律
义务的遵从

• 及时履行申报、备案义务，包括关联交易申报、非居民税款
扣缴申报、非居民合同备案、对外支付备案、享受协定待遇
备案、特殊税务处理备案、间接财产转让报告、境外投资报
告等，均应按规定时限办理

• 申报、备案的信息和数据应真实完整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税
务机关会通过系统内外信息比对，审核发现申报、备案信息
存在的重大错漏

充分认识
《公约》、
CRS和
FATCA实施
对企业的影
响

• 充分了解《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公约》）、《金融
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CRS）和《海外账户税收合
规法案》（FATCA）的具体内容并分析其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规范好与股息、利息和资产性收入相关的金融账户管理

• 具有隐匿收入或将利润堆积在境外离岸账户等潜在风险的公
司或个人，应按国内税法要求进行申报或调整

树立全球价
值链布局中
的国际税收
遵从意识

• “走出去”企业在居民国对全球所得负有纳税义务，应充分
认识母公司在中国的法律责任和遵从风险，不应仅通过法律
形式人为将母公司职能调整到缺乏经济实质的境外子公司，
规避境内纳税义务

• “走出去”企业母公司向境外输出专有技术、商标等无形资
产使用权，应合理收取无形资产使用费，确定使用的关联交
易定价要符合母国和投资国的税法规定，规避反避税调查风
险

• 母公司将无形资产所有权全部或部分转移到境外的，应遵循
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对无形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根据评估
作价依法进行税务处理

增强税企沟
通和信息透
明度

• 涉及集团统一规划、全球部署事项，在华成员企业尽可能邀
请集团总部派员参与税企沟通，提高沟通效果，为税务机关
做出正确判断、采取合理税务处理提供支持

• 在税收检查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企业提供证据，企业依法应
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中国法院一
般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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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的通
知》

2016年8月1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内销
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明确了在公平
税负原则下，扩大此前在自贸试验区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推进的选择性征收关税
政策的试点范围，自2016年9月1日起执行。

• 将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扩大到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四个自贸试
验区所在省（市）的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除外），
以及河南新郑综合保税区、湖北武汉出口加工区、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四
川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和陕西西安出口加工区5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 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是指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生产、加工并经
“二线”（试验区与境内其他地区之间）内销的货物，根据企业申请，按其
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照章征
收。企业选择按进口料件征收关税时，应一并补征关税税款缓税利息。

* 选择性征收关税在该文生效前仅适用于设在横琴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企业。在指定区域货物内销时，区分按成品征收关
税和按对应进口料件征收关税。

文号：财关税[2016]40号
发文日期：2016年8月1日
执行日期：2016年9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天津、上海、福
建、广东等地自贸试验区和
综合保税区的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企业
相关税种：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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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委：将加速折旧政策适用范围扩大至战略
性新兴产业所有行业

根据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的新闻，发改委总结了2016年上半年投资运行情况，并
在下一步工作计划中提出将完善支持服务性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
落实双创政策。主要包括：

• 将加速折旧政策适用范围扩大至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有行业。（目前的加速折
旧政策主要涵盖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
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6个行业，以及轻工、纺织、机械、
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

• 对企业购置纳入首台（套）推广目录的设备，给予按投资额10%抵免所得税
的政策。

• 完善和落实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各项政策，分类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至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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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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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34556/content.html
http://www.ndrc.gov.cn/gzdt/201608/t20160803_8139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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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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6年第50号文，对被盗、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予以公告，同时发布
财税2016年第74号文，明确了关于纳税人异地预缴增值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
和教育费附加政策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被盗、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0号）

• 取消纳税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生被盗、丢失时必须统一在《中国税务报》
上刊登“遗失声明”的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异地预缴增值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
教育费附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74号）

• 纳税人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销售和出租不动产的，应在建筑服务发生地、
不动产所在地预缴增值税时，以预缴增值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并按预缴增
值税所在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和教育费附加征收率就地计算缴纳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 预缴增值税的纳税人在其机构所在地申报缴纳增值税时，以其实际缴纳的
增值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并按机构所在地的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和教
育费附加征收率就地计算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此外各地税务局也持续发布营改增的相应解读及配套文件，对营改增的问题进行
了明确。主要包括：

 《武汉市国、地税局全国首推“网上代开发票平台”打造“互联网+税务”升
级版》

 《陕西国税营改增试点政策答疑（五）》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8月4号至8月11号营改增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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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第二十五期、第二十六期、
第二十七期、第二十八期、第二十九期及 第三十期了解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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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及各地税务机关再发营改增配套
文件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50号、财税
[2016]74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28日、
2016年8月12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28日、
201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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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szgs.gov.cn/art/2016/8/8/art_303_45298.html
http://www.ldtax.gov.cn/hnmh/bsfw/zcfgk/10475/content_114305.html
http://www.snxa-n-tax.gov.cn/portal/site/site/portal/xags/nrpage.portal?contentId=FZ7NRF2LS12IT3J1HOIM2NHJ52V6ISIW&categoryId=HAELKG4O4758W2LNALJY1B17AHQDUFRU
http://www.snxa-n-tax.gov.cn/portal/site/site/portal/xags/nrpage.portal?contentId=FZ7NRF2LS12IT3J1HOIM2NHJ52V6ISIW&categoryId=HAELKG4O4758W2LNALJY1B17AHQDUFRU
http://www.sd-n-tax.gov.cn/col/col4380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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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2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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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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针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有关再保险、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68号）
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
税[2016]70号），毕马威也已于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中国税务快讯》，详解新
文件给再保险公司和初保公司以及金融服务带来的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
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税法新规明确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第十七期，二
零一六年六月）

 《中国税务快讯：金融服务业增值税免税范围扩大》（第二十期，二零一六
年七月）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七月）曾提及，2016年7月
8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发布了《关于办税事项全市通办的公告》。2016年8月4
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发布了2016年第10号公告，对全市通办予以进一步明确。

• 全市通办事项主要包括：税务登记、税务认定、申报纳税、备案管理、优惠
办理、证明办理、涉税信息查询、纳税咨询等相关税收业务。

• 2016年8月8日起，纳税人可以采用网上办理的方式办理84个办税事项，如企
业所得税减免税备案事项、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事项和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
清缴等，纳税人可以通过“北京互联网地税局”实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

• 2016年9月8日起，纳税人可以选择到全市各地税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22个办
税事项，如设立税务登记、外出经营证明登记和开具个人完税（费）证明等。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部分办税事项实行全
市通办的公告》

文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公
告2016年第10号
发文日期：2016年8月4日
执行日期：2016年8月8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北京市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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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根据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的新闻，税务总局国际司司长廖体忠在
一次会议中提出，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直属分局要全面承担起全国的联查任务，
解决全国国际税收风险统一应对的问题。通过打造全国优质国际税收团队，服务
北京市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国际税收各类工作全面发展，努力真正实现在国际税
收领域提出“中国方案” ，分享“中国期待”，贡献“中国智慧”。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6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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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 运营成本降低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北京国税二分局“要全面承担起全国的联查任
务，解决全国国际税收风险统一应对问题”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7-va-treatment-of-reinsurance-arrangement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0-new-circular-expands-upon-china-vat-exemptions-for-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shiju.tax861.gov.cn/xxgk/zyts/display.asp?more_id=1582101
http://www.bjsat.gov.cn/bjsat/qxfj/zsefj/sy/zfxxgk/zfxxgkml/gzdt/201608/t20160803_2655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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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政府补助、金融工具等
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

2016年8月1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政府补助、金融工具等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
稿，向相关部门征求对于会计准则的修订意见。

 《关于征求《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 》（财办会[2016]31号）

2016年8月1日，财政部发布财办会[2016]31号文，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该征求意见稿修订了政府补助的范围、政府补助相关会计科目的使用、财政
贴息的会计处理等内容。主要包括：

• 增加了对政府补助特征的表述，以便于区分企业从政府取得的经济资源是
政府补助、政府资本性投入还是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助有如下特征：

 政府补助是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对企业收到的来源于其他机构的
补助，有确凿证据表明政府是补助的实际拨付者，其他机构只是起到
代收代付的作用，则该项补助也属于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政府补助是无偿的。政府与企业之间双向、互惠的交易不属于政府补
助。

政府以投资者身份向企业投入资本，享有企业相应的所有权，政府与企业
之间是投资者与被投资者的关系，属于互惠交易。企业与政府发生交易所
取得的收入，如果该交易与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活动密切
相关，且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是企业商品或服务的对价或者是对价的组
成部分，不适用本准则。

• 允许企业从经济业务的实质出发，判断政府补助如何计入损益。与企业日
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其他收益。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无
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

• 对财政贴息的会计处理提供了两种方法供企业选择。企业取得财政贴息的，
应当区分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和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受
益企业两种情况进行会计处理。

相关意见应于2016年9月5日之前反馈至财政部会计司。

 《关于征求<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征求意
见稿）>等三项准则意见的函》（财办会[2016]33号）

2016年8月1日，财政部发布财办会[2016]33号文，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征求意见稿）》、《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征求意见稿）》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
征求意见稿在减少金融资产分类，规范金融资产转移终止确认，完善套期会
计准则等方面进行了相应修订。

相关意见应于2016年10月11日之前反馈至财政部会计司。

文号：财办会[2016]31号、
财办会[2016]33号
发文日期：2016年8月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金融
保险业
相关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
企业、涉及金融工具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608/t20160809_2382023.html
http://kj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608/t20160804_2375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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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申请出口企业管理类
别评定为一类的通知 》

2016年8月4日，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发布了《关于申请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为
一类的通知 》，明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将再次开展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评定
工作，要求有意向申请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为一类的出口企业于2016年8月26
日前向主管退税机关报送相关资料。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免费为小微企业提供财务会
计服务

2016年8月10日，财政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呼和浩特市财政局免费为小微企
业提供财务会计服务”的新闻。该新闻指出，2015年以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财
政局创新工作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免费代理记账等一系列财务会计服务，这在
全国地市级财政部门中是首创。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关于开展2016年减免税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 》

2016年8月1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发布了《关于开展2016年减免税统计调查工
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北京市国家税务局于2016年8月1日至8
月21日，在北京市开展针对国税部门负责征收管理的各税种减免税统计调查工作。
该通知对减免税调查范围和调查方式予以说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关于对<河北省纳税人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
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2016年8月8日，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发布《关于对<河北省纳税人外出经营活动税
收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规定了《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
证明》在实体办税服务厅开具或在云办税服务厅申请开具及报验的流程等相关信
息。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 对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相关制度和办理程
序的意见》的具体内容，您可以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

http://www.szgs.gov.cn/art/2016/8/8/art_252_45317.html
http://www.mof.gov.cn/xinwenlianbo/neimenggucaizhengxinxilianbo/201608/t20160809_2381020.htm
http://www.bjsat.gov.cn/bjsat/bsfw/tzgg/201608/t20160805_265699.html
http://www.he-n-tax.gov.cn/hbgsww_new/ssxc/swyw/tzgg/201608/t20160808_12466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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