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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五期，二零一六年七月）、（第二十六期，二
零一六年七月）、（第三十三期，二零一六年八月）、（第三十七期，二零一六
年九月）中都曾提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陆续发布的一系列关于税基
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后续工作的文档。近期，OECD在其官方网站上又进一
步发布了部分BEPS后续工作的文档，这些文档与国别报告（CbC）、相互协商
程序（MAP）和统一报告标准（CRS）密切相关。

 OECD更新BEPS行动计划13下的关于实施国别报告的指引

• OECD在2016年10月发布了在BEPS行动计划13下，关于实施国别报告的
更新后的问答指引。该指引包含了以下内容：

 跨国企业过渡申报方案选择；

 国别报告如何应用于投资基金的指引；

 国别报告如何应用于合伙企业的指引；

 汇率波动对于跨国公司使用7.5亿欧元作为准备国别模板门槛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16年7月发布了自己的国别报告指引，您可以通过点击
以下链接阅读相关内容：

 《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第二十三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二十国集团/OECD BEPS项目通过开展相互协商程序（MAP）全球审阅计划来
促进税收确定性议程的进展

• 2016年10月20日OECD发布了已经BEPS包容性框架批准的核心文件。这
些文件构成在行动计划14下MAP同行评审和监管程序的基础。OECD汇编
的相关内容包括：

 将最终行动计划14下批准的最低标准转换成同行评审基础的职责范围；

 同行评审和监管过程的评估方法；

OECD发布一系列BEPS后续工作相关文档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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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china-tax-weekly-update-3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7.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13.pdf
http://www.oecd.org/tax/guidance-on-the-implementation-of-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beps-action-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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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23.html
http://www.oecd.org/ctp/dispute/g20-oecd-beps-project-advances-tax-certainty-agenda-with-the-launch-of-global-review-of-map-programmes.htm?utm_source=Adestra&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G20/OECD%20BEPS%20Project%20advances%20tax%20certainty%20agenda%20w
http://www.oecd.org/tax/beps/beps-action-14-on-more-effective-dispute-resolution-peer-review-documents.pdf
http://www.chinatax.gov.cn/download/2015g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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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主管当局间解决MAP案件的合作方式的MAP统计数据报告制度。
该数据报告的设计有利于确保未来通过常规报告的MAP案件中获取的
详细清单、类型和结果等数据信息，以增加更高的透明度。

 关于在收到一个MAP请求时，如何提交相关文件和资料的指引。

• 同行评审将在现行协定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无需国家或地区进行任何新的
协定谈判。此外，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以及MAP的小范围，OECD发
布的方法中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推迟同行评审的可能性。

• 为增强透明度，OECD还将发布一份更新的MAP简介，包含包容性框架中
的所有成员。这份简介还包含每个成员的主管当局的联系信息、国内MAP
指引以及其他对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有用的信息。

• 同行评审将分批进行，第一批将于2016年12月开始。OECD在评审开始之
前将寻求纳税人的意见，并将于短期内发布一份包含评审计划时间表的调
查问卷。

2016年10月，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64号公告，明确了中国税务机关与国外
税务机关关于预约定价安排的自动信息交换等事项。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
接阅读相关内容：

 《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期，二零一六年十月）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预约定价安排管理有关事项
的公告 》（第二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十月）

 包含1000多个双边关系的税务机关自动信息交换网络

• 为进一步实施OECD的统一报告标准（CRS），OECD表示2016年10月20
日已建立起第一批双边自动交换关系，这些地区均属于第一批承诺将于
2017年开始信息交换的地区。

• 基于OECD CRS的金融账户信息交换将于1年后实施。目前全球已经建立起
1000多个双边关系，其中大部分的双边关系都是以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
标准主管当局间协议（CRS MCAA）为基础建立的。关于在CRS MCAA和
其他法律框架下已建立的自动交换关系的完整清单，您可以通过此处获取。

• 截至2016年10月，中国和香港还没有建立任何双边交换关系。国家税务总
局刚刚发布了《关于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调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且中国应于2018年9月进行首次对外信息交换。关于CRS在中国
的进展的更多详细情况，请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期，
二零一六年十月）了解更多信息。

• 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更多的地区将提名其将执行自动交换的合作对方。在
2016年底之前，双边交换关系的进一步更新将公布，并且未来会定期对此
信息的更新进行公布。

http://www.oecd.org/tax/beps/country-map-profiles.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4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alert-28.html
http://www.oecd.org/tax/exchange-of-tax-information/network-of-more-than-1000-relationships-now-in-place-to-automatically-exchange-information-between-tax-authorities.htm
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international-framework-for-the-crs/exchange-relationships/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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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企业税改革方案提案（以下简称“改
革提案”）。为了提供一个更加现代公平的商业税收制度，堵塞欧盟国家与非欧
盟国家的税收漏洞，并提供新的缓解双重征税问题的争议解决规则，该改革提案
提出了三条建议。主要包括：

• 统一汇总的企业税税基（CCCTB）

委员会提议重新建立统一汇总的企业税税基（CCCTB）。CCCTB将彻底改革
企业在单一市场的纳税方式，以确保更公平、更具有竞争力以及更适合经济
增长的企业税制度的形成。

目前，欧盟的跨国公司为了确定其在每个国家的应税利润，需要遵循28种规
则，这使得跨国公司的成本增加、程序繁琐。为此，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套
在欧盟内部统一计算应税收入的规则，以替代目前不同国家税制相混合的制
度。在新的CCCTB制度推出后，

 企业将不会再因跨境扩张而需要在处理每个成员国的不同税务规则时浪费
时间和金钱。

 新的规则对于年营业额超过7.5亿欧元的集团是强制性的，年营业额低于该
金额门槛的中小型企业和创业型公司也可以选择适用。

 在欧盟范围内对于投资研发的税收抵减将促进欧洲企业的创新发展，并帮
助小企业顺利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初创企业将被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的优惠，这将促进这些年轻初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新的税收减免政策将鼓励企业使用股权而非债权来进行融资，通过股权进
行融资的企业将可以进行税收抵减。这也将减少企业对债务的依赖，并帮
助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新的CCCTB机制将通过在欧盟各国分配利润而运行。一旦集团的应税利润计
算完毕，这些利润将在企业活跃的成员国之间进行分配，计算公式是依据集
团在每个成员国的劳动力、资产和销售情况作出的。

重新建立的CCCTB将分两步实施，同时还包含了提高反避税和促进增长能力
等重要因素。

• 双重征税争议解决机制

欧盟委员会还提出了解决欧盟双重征税争议的改进机制。双重征税增加了不
确定性以及不必要的成本和现金流的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重大障碍。现行的
争议解决机制将根据提案进行调整，使其更好的满足企业的需要。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提案涵盖了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且成员国被规定了解决双重征税
案件的最后期限。

提案前后关于双重征税争议解决方案的简要比较如下：

欧盟委员会公布企业税改革方案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6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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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company-tax/common-consolidated-corporate-tax-base-ccctb_en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company-tax/resolution-double-taxation-disputes_en
https://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company-tax/corporate-tax-reform-package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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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 改革后

• 成员国有义务消除对企业的双重
征税，该要求不总是强制性的

• 以明确和可执行的要求来消除所
有情况下企业的双重征税

• 当争议机制未正确适用时，通常
纳税人无追索权

• 纳税人向国家法院申请解除程序
追索

• 对于程序时间的不可预见性 • 明确的和可执行的时间表，仲裁
阶段的标准期间为15个月

• 范围仅限于与转让定价和常设机
构有关的问题 • 范围扩展到所有跨境问题

• 无透明度要求 • 通知纳税人和发布仲裁的义务

• 与第三方国家之间的混合错配

该提案还建议扩展混合错配规则（在6月份达成的反避税指令）以包含涉及非
欧盟国家的混合错配的情形。

一个例子是，非欧盟国家的母公司向其欧盟成员国子公司提供贷款，但在税
收上，两个国家对此笔贷款进行了不同的税务处理。以前，非欧盟国家和欧
盟成员国如果在税收上对这笔交易进行不同处理，则形成了错配。由于这种
错配，两个国家都允许对利息支付进行税收抵减。随着新规则的引入，这种
错配将被消除。为了保证有效地征税，欧盟成员国将不允许该交易进行税收
抵减。

2016年10月21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6]56号文（以下简称“56号文”），在
增加居民收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意见。其中与
财税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

• 合理调节财产性收入：平衡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税负水平，完善资本所得、
财产所得税收征管机制。

• 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健全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税收体系，
逐步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
税收负担，发挥收入调节功能，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完善
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 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在确保信息安全和规范利用的前提下，多渠
道、多层级归集居民和非居民个人的收入、财产等相关信息，运用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创新收入监测方式方法，提升居民收入信息监测水平。

*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于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两会的一次记者会上提及关于个人所
得税改革的进展情况。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九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了解详情。

《国务院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
增收的实施意见》

文号：国发[2016]56号
发文日期：2016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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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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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business/company-tax/anti-tax-avoidance-package/anti-tax-avoidance-directive_en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weekly-update-09.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0/21/content_51227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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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十月）曾提及，2016年9月
3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连发三文，明确从10月1日起对化妆品（包
括生产和进口环节 ）的消费税政策进行调整。2016年10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2016年第66号公告，将高档化妆品消费税征收管理事项予以公告。主要内容
摘录如下：

• 自2016年10月1日起，高档化妆品消费税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以外
购、进口和委托加工收回的高档化妆品为原料继续生产高档化妆品，准予从
高档化妆品消费税应纳税额中扣除外购、进口和委托加工收回的高档化妆品
已纳消费税税款。

• 纳税人外购、进口和委托加工收回已税化妆品用于生产高档化妆品的，其取
得2016年10月1日前开具的抵扣凭证，应于2016年11月30日前按原化妆品消
费税税率计提待抵扣消费税，逾期不得计提。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档化妆品消费税征收管
理事项的公告》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66号
发文日期：2016年10月19日
执行日期：2016年10月19日

相关行业：化妆品行业
相关企业：化妆品企业
相关税种：消费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10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再次举行新闻通报会，通报今年前三季度税务
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成效等情况。

• 前三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89700亿元（已扣减出口退税），同
比增长7%。其中，全国服务业税收完成61704亿元，增长8.2%，服务业增
长拉动全国税收增长4.6个百分点。

• 现代服务业税收增长突出，租赁和商务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等分别增长19.1%、11.7%和39.8%，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
录制作业等文化娱乐型消费行业税收增长24%。

• 截至8月31日，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四大行业试点纳税人共计
1048万户。5-8月份，四大行业累计实现增值税应纳税额3127亿元，与应缴
纳营业税相比，减税486亿元，税负下降13.45%。

* 关于2016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情况，您可以通过点击毕马威《中国
税务周报》（第二十八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进行阅读了解详情。

税务总局举行新闻通报会，通报今年前三季度
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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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3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14569/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29678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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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一期）

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名称登记效率，有序推进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改革，2016年10
月21日，工商总局发布工商企注字[2016]203号文（以下简称“203号文”），
就开放企业名称数据库（以下简称“名称库”）及开展相关服务等工作提出指导
意见。

• 名称库开放平台（网站）要按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不同类
型分设查询系统，申请人可以通过输入字号、行业表述等信息，查询到相同
和近似企业名称，为申请人申请企业名称提供参考。

• 有条件的地区（含省、市、县）可以在开放名称库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名称
禁限用字词库和提供查询、比对服务，并嵌入到企业登记系统。通过查询比
对的，申请人直接办理企业登记。

• 名称库开放次序：各县（含旗及县级市、区，下同）、区（指市辖区，下同）
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至迟于2016年12月1日实施开放。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
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下同）市（含地区、州、盟，下同）企业登记机
关应当积极创造条件，适时开放。有条件的省市企业登记机关，可以自2016
年12月1日起，实行省、市级名称库统一开放。

《工商总局关于开放企业名称库有序推进企业
名称登记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

文号：工商企注字[2016]203
号
发文日期：2016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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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10月17日，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海关总署联
合发布2016年第24号公告，公布了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线
宽小于0.5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名单。名单中线宽小于0.25微米的企
业、线宽小于0.5微米（含）的企业，分别自2015年6月1日和2015年11月20日起
执行。

名单中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享受如下税收优惠：

• 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在2017年12月31日前
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
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两免
三减半”）

• 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在2017年12月31日
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
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五
免五减半”）

• 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3年
（含）。

* 对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税收优惠的详细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
国税务周报》（第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五月）了解详情。

多部门联合公布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名单文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海
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24号
发文日期：2016年10月17日
执行日期：2015年6月1日、
2015年11月20日

相关行业：集成电路生产行
业
相关企业：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
相关税种：进口关税、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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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qyj.saic.gov.cn/wjfb/201610/t20161021_171801.html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gg/201610/W020161019554728976687.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gg/201610/t20161019_823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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