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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积极稳妥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金融行业
相关企业：金融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外资准入门槛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2017年12月13日，银监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准，银监会将
放宽对除民营银行外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
内外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此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于2017年11月在国新办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会晤
经济成果相关情况的吹风会上表示，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
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
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五期, 二零
一七年十一月）】

下一步，银监会还将持续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主要政策方向是：

• 放宽外国银行商业存在形式选择范围，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多样化发展；

• 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
行分行从事政府债券相关业务、放宽外国银行分行从事人民币零售存款要求，
支持外资银行参与金融市场业务，提高金融体系活力；

• 优化监管规则，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和监管考核方式，引导
其发挥经营优势，提升竞争力。

银监会表示，相关开放政策的落地实施需要修订现行法规和监管制度，建立及完
善相应的审慎监管机制和配套措施，做好新老政策衔接。银监会将积极稳妥推进
银行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在拓展开放政策空间、增强市场活力的同
时，不断完善监管，坚决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适用范围扩
大
2017年12月7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并表示，为更好地发挥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经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
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同意，自2018年1月1
日起，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适用的范围扩大至合肥、成都、大连、
青岛、苏州等5个城市。

2017年9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
策再延长一年至2018年底，即继续对天津、上海、杭州、宁波、郑州、广州、深
圳、重庆、福州、平潭等10个试点城市（地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暂按照个
人物品监管。【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九月）】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2018年1月1日

相关行业：跨境电商行业
相关企业：跨境电商
相关税种：进口关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65B6AD86139F46938A1E033AD0F0644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weekly-update-4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9/china-tax-weekly-update-38.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h/diaocd/201712/201712026818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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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抓紧研究制定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方案，帮助企业平稳过渡。

【延伸阅读】2016年3月，财政部等部门发布了《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6】18号），要求实施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并于该年4月7日及4月15日发布两份《跨境电
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规定网购保税商品“一线”进区时需按货物验核通
关单，并对化妆品、婴幼儿配方奶粉、保健食品等商品提出了首次进口许可批件、
注册或备案要求。【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四期，二零一六年四
月）】

此后，经国务院批准，对清单中规定的上述监管要求给予了一年的过渡期。在
2017年5月11日之前，对天津、上海、杭州、宁波、郑州、广州、深圳、重庆、
福州、平潭等10个试点城市经营的网购保税商品“一线”进区时暂不验核通关单，
暂不执行化妆品、婴幼儿配方奶粉、医疗器械、特殊食品的首次进口许可批件、
注册或备案要求；对所有地区的直购模式也暂不执行上述商品的首次进口许可批
件、注册或备案要求。但清单范围内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仍需按照18号文
的规定征税。随后，上述过渡期进一步延长至2017年底。【详见毕马威《中国税
务周报》（第二十期，二零一六年五月）】

* 关于跨境电商新政的具体内容和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中国出台跨境电子商务进口最新税收政策，行业影响值
得关注》（第十四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 中国再出新政，发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及物品进口
操作规范》（第十五期，二零一六年四月）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alert-14-cross-border-ecommerce.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alert-15-cross-border-e-commer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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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普通发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2018年关税调整方案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转让加油站房地产有关土地增值税计税收入确认
问题的批复》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959394/content.html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12/t20171215_2777552.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959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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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