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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3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原油等货物期
货市场对外开放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21号，以下简称“21号
文”），明确境外机构投资者取得原油等货物期货市场交易所得的相关所得税政
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具体内容如下：

• 对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
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境外经纪机构），
从事中国境内原油期货交易取得的所得（不含实物交割所得），暂不征收企
业所得税。

• 对境外经纪机构在境外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中国境内原油期货经纪业务取得的
佣金所得，不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劳务所得，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 自原油期货对外开放之日起，对境外个人投资者投资中国境内原油期货取得
的所得，三年内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1号文还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其他货物期货品种，相关税收政策也按
照该文件执行。

【延伸阅读】2018年3月26日，中国原油期货正式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
能源交易所挂牌交易，本次出台的21号文是支持原油等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
配套政策之一。去年7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关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
心原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增值税管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
29号），对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的原油期货保税交割业务暂
免征收增值税的相关管理事项予以明确。【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
十二期，二零一七年八月）】

《财政部关于支持原油等货物期货市场对外开
放税收政策的通知》

文号：财税【2018】21号
发文日期：2018年3月13日
执行日期：2018年3月13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境外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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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3/t20180320_2842286.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743238/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8/china-tax-weekly-update-32.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3/t20180320_2842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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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财务报表数据转换参
考标准及完善网上办税系统的通知》

2018年3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发布财务报表数据转换参考标准及完
善网上办税系统的通知》（税总发【2018】32号，以下简称“32号文”），编
制并发布了《财务报表数据转换参考标准v1.0》（以下简称《参考标准》）。

32号文发布的《参考标准》包括公用参考数据标准、按会计制度分列的34个参考
数据标准以及安全要求。同时要求各省税务机关按照《参考标准》的规范，升级
完善网上办税系统。各省级税务机关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 制定网上办税系统与企业财务软件对接的接口规范并开放接口，实现网上办
税系统与企业财务软件的对接，支持自动计算应报税税额功能和更正申报表
功能，支持企业财务报表数据格式与纳税申报财务报表数据格式之间的自动
转换（经参数配置），实现申报表、财务报表联网报送，缩短企业的纳税申
报时间。

• 各省税务机关开放接口应当符合国家信息安全保护要求，确保纳税人报送数
据的安全。

• 北京、上海税务机关于2018年3月底前完成接口开放、公开、宣传等相关工作，
其他省税务机关最迟于2018年4月底前完成相关工作。

【延伸阅读】2017年9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
“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税总发【2017】101号），其中提
出要推动涉税资料电子化，大力推行网上办税、就近办税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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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总发【2018】32
号
发文日期：2018年3月16日
执行日期：2018年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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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7号（外商投资
支付机构准入限制放开）

2018年3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
第7号（以下简称“7号文”），对外商投资支付机构有关事宜予以明确。具体包
括：

• 境外机构拟为中国境内主体的境内交易和跨境交易提供电子支付服务的，应
当在我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以下简称“2号令”）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

按照2号令的规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
中介机构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包括网络支付、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
银行卡收单等。

• 外商投资支付机构应当在中国境内拥有安全、规范、能够独立完成支付业务
处理的业务系统和灾备系统。

• 外商投资支付机构在中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金融信息的存储、处
理和分析应当在境内进行。为处理跨境业务必须向境外传输的，应当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要求境外主体履行相应的信息保密义
务，并经个人信息主体同意。

文号：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18】第7号
发文日期：2018年3月19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电子支付服务行
业
相关企业：境外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增加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5887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5887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5887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5887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828861/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9/china-tax-weekly-update-38.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58875/content.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503310/index.html
http://www.gov.cn/flfg/2010-06/21/content_1632796.htm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50331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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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公司治理、日常运营、风险管理、资金处理、备付金交
存、应急安排等应当遵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监管要求。

【延伸阅读】2017年1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出席第六届中国
支付清算论坛时表示，将推进电子支付领域的对外开放，欢迎和鼓励外资参与我
国电子支付业务的发展和竞争，实践中将遵循先放开前端交易和结算，后放开后
台清算的总体开放顺序有序开放。【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五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种子种源免税进口计划的通知 》（财关税〔2018〕6
号）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第27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的通知》（税总
办发〔2018〕38号）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启用“国家税务总局政务公开专用章”的通知》
（税总办函〔2018〕96号）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11/china-tax-weekly-update-45.html
http://www.mof.gov.cn/mofhome/guanshui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803/t20180320_2842285.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58887/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58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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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