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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九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国会减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2017年2月28日晚发表了任职后的第一次讲话，这次
讲话里，其概述了任职以后亟待解决的各项事务。

然而，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在演讲中提到税改方案的具体细节，也没有表明他的团
队将会在何时公布税改方案。“目前，美国企业的缴税位列世界最高水平。我的
经济团队正在探究进行税务改革，减少公司税收，让我们的企业在任何地方，面
对任何对手都可以赢得竞争并繁荣发展。同时，我们会给中产阶级大大减轻税收
负担。”

特朗普还简要提到了，他的政府已经关注到美国对进口货物的征税方式与其他与
美国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相比是不同的。“现下，当我们把货物运出美国，其他
国家会向我们收取极高昂的关税。可是对外国公司运输到美国的货物，我们却几
乎不收取任何费用。”

特朗普举例抱怨，Harley-Davidson摩托车在出口到另一个国家时被征税100%。
他说：“我不会再让美国、美国的公司和美国的工人受他人利用。他们已经利用
我们的国家很久了。到此为止了。”

对于特郎普的这些表述，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意味着他支持的是针对进口商品征收
边境调整税，尽管也有人认为其将支持实行美国关税政策。

此前，众议院共和党人2016年6月24日公布了他们的税改提案“蓝图”。该蓝图
建议降低企业和个人税率，并通过所得税制度改革使美国的税收体制更接近于消
费地为基础的税制（在不实行增值税或者国家层面的销售税的情况下实现）。该
蓝图通过实行边境调整，即对出口免税及进口征税，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是通
过增加新的税种，以改变现有的企业税税制。此外，边境调整制度意味着公司设
立地点不再重要，无论纳税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要货物销售给本国消费者
就征税，销售给外国消费者则免税。但是需注意的是，该蓝图文件目前仍不是立
法性文件，尚不足以成为众议院采用的提案。

该蓝图对美国现存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以及国税局系统（IRS）提出了非
常明显的变化。您可以点击阅读以下毕马威出版物了解更多详情：

 众议院税务改革蓝图——初步观察（毕马威，2016年6月）

 了解税制改革：常见问题（毕马威，2016年12月5日）

美国采用边境调整税将会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比如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
将会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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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行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为美国税改做准备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waysandmeans.house.gov/taxreform/
https://home.kpmg.com/us/en/home/insights/2016/06/tnf-legislative-update-house-republican-tax-reform-blueprint-initial-observations.html
https://home.kpmg.com/content/dam/kpmg/xx/pdf/2016/12/tnf-faq-on-tax-reform-final.pdf
http://edition.cnn.com/2017/02/28/politics/donald-trump-speech-transcript-full-tex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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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九期）

《关于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
通知》

2016年12月27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十三
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6]70号，以下简称
“70号文”）（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第三期，二零一七年一月）），
制定了支持科技创新的进口税收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2020年12月31
日截止。

70号文除延续了对科学研究机构、学校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
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有关规定，还
新增了：

• 对科技开发机构等单位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技开发
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 对出版物进口单位为科研院所、学校进口用于科研、教学的图书、资料等，
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70号文所述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和出版物进口单位包括：各类科
研院所、高等学校、经核定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核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经核定的国家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技术类）、经核定的外资研发中心、具有出版物进口
许可的出版物进口单位等。

为加强管理，2017年1月14日，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个单位又
联合印发了财关税[2016]71号文（以下简称“71号文”），对以下管理事项进行
了进一步明确：

• 企业技术中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按照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财政部 海关总
署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4号）确定免税资格。（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六期，二零一六年五月））

• 满足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向其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由省级商
务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国税部门和外资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关进行审
核。（经核定的外资研发中心还可在2018年12月31日前享受采购国产设备全
额退还增值税的相关政策，相关认定条件与此处享受进口相关税收政策相同，
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71号文还同时公布了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技术类）相关免税进口管理办法。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免税进口管理办法将由
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的免税进口管理办法将由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文号：财关税[2016]71号
发文日期：2017年1月14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科研机构、技术
中心、研发中心
相关税种：关税、进口环节
增值税、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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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29_250862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1/china-tax-alert-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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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5.html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2/t20170223_25409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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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鉴证咨询业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试点工作有关
事项的公告》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4号
发文日期：2017年2月22日
执行日期：2017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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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7年2月22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7年第4号公告（以下简称“4号公告”），
将鉴证咨询业纳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
用发票”）试点范围，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 全国范围内月销售额超过3万元（或季销售额超过9万元）的鉴证咨询业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以下简称“试点纳税人”）在提供认证服务、鉴证服务、
咨询服务、销售货物或发生其他增值税应税行为，需要开具专用发票的，可
以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主管国税机关不再为其代开。

• 试点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需要开具专用发票的，仍须向地税机关申
请代开。

4号公告还同时明确了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关填写及申报纳税相关事宜。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702/t20170228_4306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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