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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十六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

9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并再取消一
批行政许可事项。

会议决定，将2015年上海浦东新区率先开展的“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和清理116
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做法（《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总体方
案的批复》（国函【2015】222号）），推广到天津、辽宁、浙江、福建、河南、
湖北、广东、重庆、四川、陕西10个自贸试验区。上海浦东新区已试点的116项
许可事项在上述区域适用，期限同样截至2018年12月21日。此外，经省级政府
批准后，有条件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也可推广这
些改革措施。【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二零一六年五月）】

会议同时决定，再取消物业服务企业一级资质核定、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标核准
等52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以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审批、在
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审批等2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许可事项，其中23项将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取消。至此，自2014年以来累计削减审批事项697项，
约占总数的41%。【此前已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八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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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六期）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

2017年9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对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2号，以下简称“22号令”）进行修订，在
2017年9月30日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5年2月，国发【2015】11号文决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取消审批，
改为登记制度。随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18号，以下简称“18号文”），作
为22号令修订以前的过渡性管理文件，落实相关精神。

《征求意见稿》总体上承继了18号文的内容，并结合《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3号）
中有关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的部分规定，对22号令主要进行了如下调整：

• 在具体登记程序中取消了税务机关审批环节，主管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递交
的登记资料信息进行核对确认后，纳税人即可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

• 简化了纳税人需要提供的资料和前置条件，对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
的纳税人，暂停执行“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的条件。

• 取消了实地查验环节，对符合登记要求的，一般予以当场办结。

【延伸阅读】今年8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了营改增改革的下一步
改革方向，其中明确提及需“妥善处理小规模纳税人和简易计税等政策安排，逐
步扩大一般计税方法适用范围”，预计未来将有更多此方面的政策出台。【详见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四期，二零一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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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发布最新国别报告指引

OECD在BEPS包容性框架下针对BEPS第13项行动计划的落实已发布了两套指引，
明确税务机关和跨国企业集团执行和操作国别报告事项的相关问题。近日，
OECD再次更新了有关国别报告实施的现行指引，本次发布的文件呈现了至今发
布的关于国别报告的全套解释性指引，主要涉及下列问题：

• 收入的定义：所有在损益类报表中列示的资金流入，包括收入、收益、所得
及其他资金流入，都应作为收入于表1列示。

• 采取较短会计期间的跨国企业集团的处理办法：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税收
管辖区可以允许会计期间始于2016年1月1日或以后，且终止于2016年12月31
日之前的跨国企业集团的报告主体，按照终止于2016年12月31日的会计年度
相同的时间表提交所需的国别报告。

• 计提的所得税和已缴所得税的处理：一般情况下，所收到的所得税退税应于
收到退税的会计年度在已缴所得税中报告（遵从收付实现制）。

此外，OECD还发布了关于恰当使用国别报告中所载信息的指引。该指引内容包
括“恰当使用”的含义、不遵守恰当使用条件的后果以及税务机关为确保国别报
告信息的恰当使用所能采取的方法等方面的指导意见。

*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7月发布了中国的国别报告指引，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
链接阅读相关毕马威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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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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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2 2978 8941
barbara.forrest@kpmg.com

孔达信 (John Kondos)
电话：+852 2685 7457
john.kondos@kpmg.com

赖绮琪
电话：+852 2978 8942
kate.lai@kpmg.com

李文杲
电话：+852 2143 8524
travis.lee@kpmg.com

李蔼贤
电话：+852 2685 7372
irene.lee@kpmg.com

梁爱丽
电话：+852 2143 8711
alice.leung@kpmg.com

莫偉生 (Ivor Morris)
电话：+852 2847 5092
ivor.morris@kpmg.com

庞建邦
电话：+852 2143 8525
benjamin.pong@kpmg.com

潘懋康 (Malcolm Prebble)
电话：+852 2684 7472
malcolm.j.prebble@kpmg.com

蕭維強
电话：+852 2143 8785
david.siew@kpmg.com

施礼信 (Murray Sarelius)
电话：+852 3927 5671
murray.sarelius@kpmg.com

谭培立 (John Timpany)
电话：+852 2143 8790
john.timpany@kpmg.com

王磊 (Lachlan Wolfers)
电话：+852 2685 7791
lachlan.wolfers@kpmg.com

文炳涛
电话：+852 2978 8976
steve.man@kpmg.com

许昭淳
电话：+852 2685 7815
daniel.hui@kpmg.com

杨嘉燕
电话：+852 2143 8753
karmen.yeung@kpmg.com

叶盛欣
电话：+852 3927 5572
erica.chan@kpmg.com

钟国华
电话：+852 2685 7559
adam.zhong@kpmg.com

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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