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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一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

《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关于发布<非居民金
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期，二零一六年十月）中曾提及，2016年10
月，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该《征求意见稿》旨
在落实中国于2014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G20）层面承诺将实施的由G20委托经
济 合 作与 发 展组 织（OECD ）制 定的 《金 融 账户 涉税信 息 自动 交换 标 准》
（“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以下简称“《AEOI标准》”），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12月正
式签署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on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按照时间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将从2017年1月1日起按照《AEOI标准》履行尽
职调查程序，识别在本机构开立的非居民个人和企业账户，收集并报送账户相关
信息，由国家税务总局定期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相互交换信息。中
国首次对外交换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时间是2018年9月。

为此，2017年5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正式发
布了《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金融机构应当于2017年12月31日前登录国
家税务总局网站办理注册登记，并且于每年5月31日前按要求报送非居民账户信
息。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此次正式发布的《管理办法》内容没有明显变化，其中
对金融机构、金融账户、账户持有人、消极非金融机构的界定，尽职调查流程及
报告要求等，基本沿用了《征求意见稿》中的规定。其中明确：

• 需要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开展尽职调查的金融机构包括：吸收公众存款
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的合伙企业，开展有现金价值的
保险或者年金业务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
经纪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不属于需要开展尽职调查的金融机构。

• 包含在尽职调查范围内的账户包括：存款账户、托管账户、投资机构的股权
权益或债权权益以及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年金合同。

• 开展尽职调查的具体要求详见下表：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
门公告2017年第14号
发文日期：2017年5月9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金融机构、非居
民个人和企业
相关税种：个人所得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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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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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40.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23078/content.html


© 2017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7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一期）

账户类别 描述 尽职调查程序 时间要求

个人

新开 2017.7.1以后开立
声明文件+合理性

审核

2017.7.1

开始

存量

低净

值

截至2017.6.30账户

加总余额≤100万

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

（电子）

2018.12.3

1完成

高净

值

截至2017.6.30账户

加总余额＞100万

美元

检索留存资料

（电子+纸质）+

询问客户经理

2017.12.3

1完成

机构

新开 2017.7.1以后开立
声明文件+合理性

审核

2017.7.1

开始

存量

小额

截至2017.6.30账户

加总余额≤25万美

元

无需处理 无

其他

截至2017.6.30账户

加总余额＞25万美

元

检索留存资料+部

分账户声明文件

2018.12.3

1完成

* 关于《管理办法》的具体内容和影响以及之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稿》详细内容，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中国版
AEOI 标准 / CRS）》

 《中国税务快讯：<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 征求公
众意见 》（第三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 您还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了解经合组织通用报告准则（“CRS”）的相关内
容：
 《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九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alert-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alert-3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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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发布关于难以估值无形资产实施指南
的征求意见稿

根据经合组织网站上的一则新闻，2017年5月23日，经合组织发布了难以估值无
形资产实施指引的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为转让定价指南第六章中提及的
难以估值无形资产(“HTVI”)转让定价方法的实施提供指引意见。

BEPS8-10项行动计划（“确保转让定价结果与价值创造相匹配”）的最终报告
授意将HTVI转让定价方法的实施指引列示于转让定价指南第六章D.4节中。

虽然该征求意见稿尚未代表财政事务委员会或其附属机构的统一共识，但提出了
HTVI定价方法的实施原则及运用该方法的示例，并阐述了HTVI定价方法的实施
与适用协定下相互协商程序之间的相互联系。

征求意见的内容不包括第8项BEPS行动计划中所商定的HTVI转让定价方法，其已
在第8-10项BEPS行动计划的最终报告中公布。评论者应仅就本征求意见稿所提
出的转让定价实施指引提出意见。 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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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

2017年5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
务总局令第41号发布，以下简称“新《办法》”），对2010年2月10日发布的原
《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0号，以下简称“原《办
法》”）进行了修订。

新《办法》所称税收规范性文件，是指县以上税务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规定程序
制定并发布的，影响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在本辖区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并
反复适用的文件。（与原《办法》表述基本一致。）与原《办法》相比，新《办
法》做出的对纳税人有重大影响的调整包括：

• 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有关特定税务行政相对人的特定事项如何适用
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请示所作的批复，需要普遍适
用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制定规则和制定程序另行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

（与原《办法》相比，明确了对于特定事项的请示所作的批复，如需普遍适
用的，应另行制定规范性文件。）

• 起草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听取基层税务机
关意见。对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税收规范性文件，
除实施前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起草部门应当听取公众意见。必要时，起草部
门应当邀请政策法规部门共同听取意见。

（与原《办法》相比，增加了对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听取公
众意见的规定，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网上征求意见，或者召开座谈会、
论证会等多种形式。）

• 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以公告形式发布；未以公告形式发布的，不得作为税务
机关执法依据。

（与原《办法》相比，增加了未以公告形式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税务
机关执法依据的规定。）

新《办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原《办法》同时废止。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1号
发文日期：2017年5月16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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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oecd.org/tax/oecd-releases-a-discussion-draft-on-the-implementation-guidance-on-hard-to-value-intangibles.htm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812161/n812579/c1086146/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39868/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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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列中葡税收协定利息条
款免税机构的主管当局间协议生效执行的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五期，二零一七年四月）中曾提及，2017年4月
7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与葡萄牙财政部税收事务国务秘书分别代表两国税务
主管当局，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葡萄牙税收协定利息条款的税务主管当局间
协议。

2017年5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增列中葡税收协定利息条款免税机
构的主管当局间协议生效执行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根据《公
告》，上述协议自2017年5月7日起生效，适用于自2017年6月1日起发生的应税
事项。双方同意增列中葡税收协定利息条款免税机构（即，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
支付给下述机构的利息，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

• 在中国新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及国家开发银行。

• 在葡萄牙新增：葡萄牙中央银行。

* 关于中葡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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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15号
发文日期：2017年5月10日
执行日期：2017年5月7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有境外贷款的企
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班牙王国签署双边社会保
障协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官方网站发
布的新闻，中国与西班牙于2017年5月19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
国社会保障协定》（以下简称《中西社保协定》）。

根据《中西社保协定》，中国企业的雇员被派往西班牙工作期间，将免除该雇员
以及相应企业在西班牙境内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强制社保缴费。西班牙人员
和企业也将享受对等益处。该协定将在各自完成国内法律程序后生效。

* 该协议的全文尚未对外正式公布，我们将持续对此进行关注。

**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与德国、韩国、丹麦、芬兰、加拿大、瑞士、荷兰、法
国、西班牙签署了双边社保协定。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5月19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涉及将雇员派遣
到西班牙的企业
相关税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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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153582/part/1153583.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639856/content.html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1705/t20170519_2710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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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2017年5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
金融管理局发布联合公告，决定同意开展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以
下简称“债券通”）。

• “债券通”是指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机构*连接，
买卖两个市场交易流通债券的机制安排。

• 初期先开通“北向通”，即香港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境外投资者（以下简称
“境外投资者”）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在交易、托管、结算等
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投资于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

• 未来将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即境内投资者经由两地基础设施机构之
间的互联互通机制安排，投资于香港债券市场；作为境内机构“走出去”投
资境外债券市场的可选通道。

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将积极推进“债券通”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完成相关
规则和系统建设、回应市场参与者实际需求、获得相关监管许可等，“债券通”
正式启动时间将另行公告。

* 内地基础设施机构包括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基础设施机构
包括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司、香港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 此前，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包括沪港通和深港通，
已于2016年正式实施。关于沪港通、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涉及的
有关税收政策的相关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六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中国税务快讯：深港通交易有关税务处理问题得以明确》（第一期，二
零一七年一月）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5月16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无
相关企业：无
相关税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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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1/china-tax-alert-01.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30970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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