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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十六期 二零一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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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国公司跨境避税安排被

质疑的风险增加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OECD向G20领导人提交BEPS与CRS进展报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向二十国集团（G20）领导提交了一份关于税基
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的进展以及通用报告标准（CRS）下的信息税收
透明度和信息交换的报告。该报告指出：

• 关于BEPS项目——85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诺参与实施BEPS行动计划

• 关于CRS——通过自愿披露计划以及针对目标跨国公司跨境避税的调查，参与
国家已经额外确认约550亿欧元的收入；截至2016年8月，已经有100个地区
承诺加入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报告全文。

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127号

发文日期：2016年9月8日
执行日期：2016年9月8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涉及重大资产重
组的上市公司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上市公司重组上市的监管

更加严格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决定》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六月）曾提及2016年6月17
日，证监会就修改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在强化信息披
露、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中介机构归位尽责、保护投资者权益等方面作了一
系列配套安排。

2016年9月8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自公开之日施行。该《决定》在《征求意见
稿》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微调整，细化了执行口径，主要体现在：
• 对重组上市认定标准中相关量化指标的计算方法，进一步明确了：上市公司

在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
算相应数额；已按照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
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

• 关于股份锁定期的规定中，进一步明确了：除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原实际
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在交易过程中从该等主体直接或间接受让该上市
公司股份的特定对象，也应当公开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不转让其
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对本次《决定》所做出的其他重大修订，您可以通过点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
报》（第二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六月）进行阅读。

https://home.kpmg.com/xx/en/home/insights/2016/09/tnf-oecd-status-report-on-beps-crs-for-g20-leaders.html
http://www.oecd.org/tax/oecd-secretary-general-tax-report-g20-leaders-september-2016.pdf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1609/t20160909_303228.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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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的议定书》生
效执行的公告
2016年8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60号公告（以下简称“60号公
告”），明确《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
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的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于
2015年12月18日生效，适用于2016年1月1日及以后取得的所得。

议定书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
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的部分条款，主要包括：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60号
发文日期：2016年8月31日
执行日期：201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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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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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居民）

• 关于居民的判定标准，议定书取消了协定中的“总机构所在地”
和“注册所在地”两个标准，新增了“成立地”和“实际管理
机构所在地”两个标准。

第六条
（不动产所
得）

• 议定书增加了不动产所在国可以征税的情形，规定如果公司股
份所有权或其他公司权利使权利所有人对公司所拥有的不动产
具有享用权，则来源于直接使用、出租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
该享用权的所得，可以在不动产所在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 议定书扩大了“不动产”定义的范围，使其包括取得不动产的
任何权利。

第七条
（营业利润）

• 议定书对第三款采用了新表述，删除了协定中有关允许扣除的
费用仅限于常设机构所在国国内法所允许扣除的费用这一限制。

• 议定书删除了协定中的第八款。（本条规定不应影响缔约国一
方按照其法律，对经营保险业的征税。）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 议定书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该股份
价值的50%（不含）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
不动产，不动产所在国可以征税。

* BEPS第7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中对常设机构条款的其他
修订建议，如佣金代理人条款、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准备性/辅助性活动测试、应
对合同拆分等，未反映在此次议定书的修订中。

** 国家税务总局已在其网站发布议定书文本，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议定书全
文。

*** 关于BEPS最终成果报告和中国的应对措施，以及BEPS第7项行动计划中关于
常设机构的建议对中国税务筹划的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毕马威《中国税务
快讯》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经合组织（OECD）公布2015年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项
目成果及中国的应对措施》（第二十八期，二零一五年十月）

 《中国税务快讯：BEPS项目第7项行动计划，关于常设机构建议对中国税
务筹划的影响》（第十二期，二零一五年六月）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6801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153553/part/1459095.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5/10/china-tax-alert-1510-28-oecd-2015-beps-deliverables-issued-and-china-response.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0/03/china-tax-alert-1506-12-china-tax-impacted-by-beps-action-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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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6日，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455号文，决定组织开展增值税发票使用管理情况专项检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增值税发票使用管理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税总
函[2016]455号,以下简称“455号文”）

• 455号文部分内容摘录如下，专项检查的范围和内容包括：

国家税务总局及各地税务机关再发营改增配套
文件文号：税总函[2016]455号

发文日期：2016年9月6日
执行日期：2016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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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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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检查

的范围

• 对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纳税人发票使
用情况（重点是生活服务业和商业零售业纳税人），以及
国税机关代开发票、发放发票、缴销发票情况开展专项检
查

专项检查
内容

• 纳税人发票开具是否规范：
 是否以各种理由拒绝开票
 是否违反规定要求购买方额外提供证件证明导致开票难
 是否随意变更品名等错开票
 纳税人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购买方当场索取纸质

普通发票的，纳税人是否提供
• 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及发票发放及缴销等事项是否规范

• 455号文还对本次专项检查的安排及整改落实要求作出了具体规定。

此外，各地税务局及各相关部门持续发布营改增热点问题解读，对营改增相关问
题进行了明确。主要包括：

 《大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取消通用手工发票的公告》（大连市国家税务局公
告[2016]28号 ）

 山东省12366营改增热点问题（2016年9月9日—12日）

 福建国税12366营改增热点问答（2016年8月29日）

 吉林营改增热点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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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期、第三十一期、第三十二期、
第三十三期、第三十四期及第三十五期了解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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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67227/content.html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4311296&flag=1
http://www.sd-n-tax.gov.cn/col/col43805/index.html?COLLCC=1465747758&
http://www.fj-n-tax.gov.cn/admin/vfs/fj/content/contentTemplate.jsp?ContentId=1146111&siteName=fj&styleName=blue&portletStyleName=menu&menuID=1
http://www.jl-n-tax.gov.cn/art/2016/8/10/art_3649_75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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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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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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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家税务总局 外交部
公告2016年第58号
发文日期：2016年8月31日
执行日期：2016年5月1日

相关行业：货物贸易与服务
贸易行业
相关企业：外国驻华使（领）
馆及其馆员
相关税种：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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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 外交部关于发布<外国驻华使
（领）馆及其馆员在华购买货物和服务增值税
退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2016年8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外交部联合发布2016年第58号公告，发布了
《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馆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货物和服务增值税退
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该《办法》与2003年国家税务总局、外交部制定的《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人
员在华购买物品和劳务退还增值税管理办法》（国税发[2003]20号）相比，在退
税范围、退税方法、年度退税限额、退税申报、退税审核内容和暂缓办理退税的
情形方面进行了修订或简化，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 以发票或客运凭证开具
日期为准。《办法》部分变化内容摘要如下：

扩大了退税范围

• 新增生活办公类服务：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属于合理自
用范围内的生活办公类货物和服务（含修理修配劳务），
属于实行增值税退税政策的范围

• 明确了不适用退还增值税政策的情形，如购买非合理自
用范围内的生活办公类货物和服务

统一了退税方法
• 将自来水、电、煤气、热水、暖气、自用汽柴油等退税

方法，统一按规定办理，即所有合理自用范围内的生活
办公类货物和服务按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税额退税或按
公式计算退税（增值税发票上未注明税额的）

增加了年申报退
税的金额限制

• 个人购买除车辆外的货物和服务，每人每年申报退税的
销售金额（含税价格）不超过12万元人民币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65747/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812198/n813091/c120719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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