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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
至全国实施的通知》

2017年8月1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
【2017】39号），提出若干促进外资增长的具体措施。其中一项财税政策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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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4】59号）
推广到全国，引导外资更多投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详见毕马威《中国
税务快讯》（第二十七期 ，二零一七年八月）】

为贯彻落实上述政策，11月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将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79号
文，以下简称“79号文”），明确自2017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下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
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
年度结转扣除。

相关认定条件及认定范围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规定相同。

同时，79号文明确，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应向所在省级科技部门提出申请，经认
定的企业名单及有关情况将通过科技部“全国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业务办理管理
平台”备案。符合条件的企业还须在商务部“服务贸易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
（服务外包信息管理应用）”中填报企业基本信息，按时报送数据。

79号文还要求各本省于2017年12月31日前出台本地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并据此开展认定工作。现有31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已认定的2017
年度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继续有效。从2018年1月1日起，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工作依照所在省制定的管理办法实施。

文号：财税【2017】79号
发文日期：2017年11月2日
执行日期： 2017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服务外包行业
相关企业：技术先进性服务
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企业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812141/n812232/c1456746/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china-tax-alert-27.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11/t20171109_2746920.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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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继续执行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关个人所得
税政策的通知》

2017年11月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继续执行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78号，
以下简称“78号文”），将原《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以下简称“81号文”）中的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沪港通”）中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至
2019年12月4日。具体优惠政策如下：

• 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自2017年11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4日止，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延伸阅读】2016年11月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发布《关于深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27号），
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深港股票互联互通跨境交易机制（以下简称“深港通”）
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自2016年12月5日起至2019年12
月4日止，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沪港通和深港通分别于2014年11月和2016年12月正式实施。关于沪港通、深港
通涉及的税务处理，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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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税务快讯：沪港通试点及QFII和RQFII有关税收政策问题获澄清》
（第二十九期，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文号：财税【2017】78号
发文日期：2017年11月1日
执行日期：2017年11月17
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无
相关税种：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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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
尼亚对所得消除双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
>生效执行的公告》

2016年7月，中国和罗马尼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对所得消除双
重征税和防止逃避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对两国1991年签署的
《协定》进行全面修订。罗马尼亚位于“一带一路”终端，而中罗《协定》是目
前中国签署的税收协定中最优惠的一个。【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
十五期 ，二零一六年九月）】

中罗双方已完成《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国内法律程序。2017年10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7年第38号公告，明确《协定》自2017年6月17日起生效，
适用于2018年1月1日及以后取得的所得。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38号
发文日期：2017年10月30
日
执行日期：2017年6月17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涉及跨境交易企
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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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305421/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398114/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1/china-tax-alert-0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4/11/china-tax-alert-1411-29-tax-position-of-sh-hk-stock-connect-programme-and-qfiis.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91215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2238196/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5.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89192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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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纳税申报比对管理操作规程（试行）>的
通知》（税总发【2017】124号）

 《国家税务总局、外交部关于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馆员在华购买货物和
服务增值税退税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外交部2017年第39
号）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89803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913729/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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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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