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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再迎重大利好”系列之三 —— 
          服务外包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全国推广 

背景 

继去年年底全国现行 21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增至 31 个，并将相关技术

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向 15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推广后，

今年 7 月 28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技

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推广到全国。” 

目前全国范围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及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基本

涵盖东部沿海大部分中心城市和中西部部分中心城市。设立在上述地区

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可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并

可在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的 8%以内据实扣除其职工教育经费支出。本

次政策的扩围，旨在发挥外资对优化服务贸易结构的积极作用，引导外

资更多投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 

毕马威观点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相较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而言，虽

然同样适用 15%的优惠税率，但由于不要求对核心技术相关知识产权拥

有所有权，对跨国企业而言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对在华外资跨国企业来

说，许多都已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共享中心等方式在中国投资建立了研

发设计、金融、物流采购、内部管理等中国或亚太乃至全球中心。本次

扩围后，外国投资者可考虑在高学历人才集聚且基础设施完善的北上广

深及东部沿海重点城市继续保留或增设高端研发中心、技术中心，而将

部分技术含量较低的共享中心、服务中心，向成本更低的中西部等二三

线城市转移。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完善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4】59 号） 

•   《关于新增中国服务外包示

范城市适用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6】1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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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跨国企业在适用该政策时，需要特别关注其对于离岸

服务外包收入不低于总收入 35%的要求，因而所设立的共享服务中心不

仅需覆盖中国大陆地区，同时还应至少辐射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同

时，在向中西部等二三线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还应注意职工总数 50%以

上应为大专以上学历的要求。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还需特别关注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与其

集团内部转让定价政策之间的平衡。一般来说，跨国企业倾向于认为境

内研发或技术中心在总部或其他集团内企业的委托下进行的研发或技术

活动，仅应获得常规利润回报。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要求其

采用先进技术提供相关服务或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税务机关可能会要

求其获得较之一般的服务外包企业更高的利润回报。 

从国际市场来看，服务外包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国家都将承接发达经济

体的国际服务外包确立为战略重点。印度和爱尔兰一直在服务外包领域

保持着竞争优势地位，马来西亚、墨西哥、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承接能

力也正快速提升。15%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所得税优惠，以及营改增

后外包服务的出口从免税但不退税政策升级为可退还所有进项税的零税

率政策，有利于吸引跨国企业投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同时也提升了中

国国内内资服务外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由于人力成本增加、外汇管

制等其他非税因素，中国目前服务外包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未来，中国政府是否会进一步出台服务外包领域的其他激励措施，如高

端人才鼓励、财政资金支持等，仍需拭目以待。 

本次政策的扩围，根据国务院会议要求，原则上要在 9 月底前落实，预

计相关执行文件将很快出台。我们会对该措施的发展保持高度关注。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其他引进外资措施还包括： 

• 在全国推行已在自贸试验区试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加快推动对外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实行“单

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完善外资法律体系。 

• 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

类投资项目的，实行递延纳税，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 

• 研究出台措施，取消或放开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些领域外商投资

股比限制。鼓励地方出台支持措施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

部。允许以并购方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强化外资知识产权保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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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扩大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管理权限，对符合规划的利用外资项目

要优先保障建设用地。对西部地区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级开

发区科技、环保等领域建设加大财政支持，更好承接外资转

移。 

• 在全国采取“告知+承诺”等方式，简化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

可。年内出台措施，扩大外国人才签证发放范围，延长有效

期。 

为此，毕马威推出“外商投资再迎重大利好”系列文章。此前我们已推

出该系列文章第一期——《制造业、服务业部分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将进

一步放宽》、第二期——《外国投资者股息再投资可递延缴纳预提所得

税》。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第三期，后续我们还将持续推出该系列的其他

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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