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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八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的决定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企业所得税法》”）作如下
修改的决定，并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关于公益性
捐赠支出税前扣除的条款进行修订，在原规定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
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基础上，增
加“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的规定。

本次修订是我国2008年引入《企业所得税法》后的首次修订。鉴于2016年3月16
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9月1日开始执行）**中关
于企业大额捐赠税前扣除的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
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为与慈善法有关公益性捐赠支出结转扣除的规定做好衔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建议修改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并最终形成此新《企业所
得税法》 。

* 2017年2月24日国务院办公室网站发布的官方新闻提及可以享受三年结转优惠
的捐赠支出为2016年9月1日后企业发生的捐赠支出。此处提及的实际执行日期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执行日期一致，但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决定中
新《企业所得税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相关表达不符，尚有待明确。

**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六十四号
发文日期：2017年2月24日
执行日期：2017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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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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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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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7年
修订）》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二零一七年一月）曾提及，2017年1月17日，
国务院发布国发[2017]5号文，具体明确了二十条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
措施。其中提出：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扩大中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

2017年2月17日，为扩大中西部地区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加大对中西部地区
吸引外资的政策支持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联合发布第33号令，公
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版
《中西部目录》”），自2017年3月20日起施行。原《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
产业目录（2013年修订）》（以下简称“ 2013年版《中西部目录》”）同时废
止。

新版《中西部目录》共639条，比2013年版《中西部目录》增加139条。其中，
新增173条，删除34条，修改84条。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一些农（牧）业优势省份新增了绿色食品加工、
标准化设施蔬菜基地建设等条目，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新增了智能测控
装置、现代农业装备等条目，支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升级传统制造业。

• 支持高新适用技术产业发展。在一些产业基础较好的省份新增了6代及6代以
下TFT-LCD玻璃基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生物医药等条
目，支持中西部地区电子、医药等产业集聚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 鼓励加快发展服务业。在一些省份新增了工程勘察设计、平面设计、物流等
生产性服务业条目，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在一些
省份新增了旅游休闲、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条目，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
精细和高品质转变。

• 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根据地方需求，在一些内陆和沿边等具有劳动力
优势的省份新增了外向型纺织、服装、家具等条目，推进形成新的外向型产
业集群，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和国际上劳动密集型外资产业转移。

• 强化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在部分省份新增了城市公共停车设施、汽车充电
设施、公路货运场站设施建设等条目，促进交通物流网络发展。新增了半导
体照明材料、汽车零部件、智能终端产品及关键零部件等条目，增强汽车、
电子等产业配套能力。

• 适应新形势调整原有条目。根据一些省份产业结构调整，修改汽车零部件制
造、生物质能发电设备制造等条目，优化条目涵盖范围。删除了飞行员培训
和航空俱乐部、松香深加工等条目。

* 从事《中西部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主要可以享受以下三个方面的政策：

• 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设备实行免征关税政策；

• 对于集约用地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
在地等别相对应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标准》的70%执行；

• 对于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自
2011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 《中西部目录》涵盖范围不仅包括中西部地区（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安
徽省、江西省等），还包括东北地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海南省，
共22个省（区、市）。

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务部令第33号

发文日期：2017年2月17日
执行日期：2017年3月20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中西部地区外商
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投资限制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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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1702/t20170217_838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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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海关进口增值税抵扣
管理的公告》

为了提升海关缴款书稽核比对级别，强化对海关进口增值税的抵扣管理，2017年
2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7年第3号公告（以下简称“3号公告”），自发
布之日起实施。3号公告明确：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口货物时应准确填报企业名称，确保海关缴款书上的企
业名称与税务登记的企业名称一致。

• 税务机关将进口货物取得的属于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海关缴款书信息与海关采
集的缴款信息进行稽核比对。

 经稽核比对相符后，海关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可作为进项税额在销项
税额中抵扣。

 稽核比对不相符，所列税额暂不得抵扣，待核查确认海关缴款书票面信息
与纳税人实际进口业务一致后，海关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可作为进项
税额在销项税额中抵扣。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3号
发文日期：2017年2月13日
执行日期：2017年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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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七年二月）曾提及，2017年2月4日，
国务院发布国办发[2017]6号文，印发了在12个试点城市开展生育保险和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具体试点方案。

2017年2月16日，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针对“五险一金”*（或合并后的
“四险一金”）中的失业保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又联合印发《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
发[2017]14号，以下简称“14号文”），规定从2017年1月1日起，进一步降低
失业保险费率。

14号文要求，从2017年1月1日起，失业保险总费率为1.5%的省（区、市），可
以将总费率降至1%，降低费率的期限执行至2018年4月30日。在省（区、市）
行政区域内，单位及个人的费率应当统一，个人费率不得超过单位费率。具体方
案由各省（区、市）研究确定。

201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已联合发布人社部发[2015]24号文，从
2015年3月1日起，将失业保险费率由3%降至2%。2016年5月两部门发布人社部
发[2016]36号文，要求自2016 年5月1日起，在两年期限内，将该费率阶段性降
至1％到1.5％之间。2016年已经有部分省份将费率降至1%（广东、四川等），
根据14号文，其他费率保持在1.5%的省份可以在2018年4月30日之前将总费率降
低至1%，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0.5%，

*自2011年起， 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包括直接由中国境内单位雇佣和被派
遣到境内单位工作），也需要按照规定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

文号：人社部发[2017]14号
发文日期：2017年2月16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至2018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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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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