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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六期 二零一八年四月

2018年4月1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资料留存备查有
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5号，以下简称“15号文”），
取消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5号，以下简称“25号公告”）关于资产损
失相关资料的报送要求。主要内容包括：

• 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扣除资产损失，仅需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及纳税调整明细表》，不再报送资产损失相关资料。相
关资料由企业留存备查（仍按照25号公告有关规定，对资产损失相关资料进
行收集、整理、归集，并妥善保管，但不需在申报环节向税务机关报送）。

• 企业应当完整保存资产损失相关资料，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资料
留存备查有关事项的公告》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15号
发文日期：2018年4月10日
执行日期：2017年度及以
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15号公告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制定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及制造业开放问题答记者问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示中国将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尽快落地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新引力的投资环境等重
大举措，其中包括在今年上半年完成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工作。【详见毕马威
《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五期，二零一八年四月）】

2018年4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以下简称“发改委”）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拟于今年上半年发布的新的负面清单包括分别适用于全国和自贸试验区的两张负
面清单，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比全国的负面清单开放力度将更大。新的负面清
单除了包括已经宣布的金融、汽车等行业开放措施外，还将在能源、资源、基础
设施、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专业服务等市场高度关注领域推出一系列开放措施。
新的负面清单除了将公布2018年的开放措施外，还将公布未来几年的开放措施，
这将给予相关行业一定过渡期，同时大大增强开放的可预期性。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投资限制或将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98321/content.html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967429.htm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398321/content.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8/05/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804/t20180417_882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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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

发改委提到，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将把制造业开放作为一项重点，比如：

• 汽车行业将分类型实行过渡期开放，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
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
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通过5年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
限制。

• 船舶行业2018年将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包括设计、制造、修理各环节。

• 飞机制造行业2018年将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包括干线飞机、支线飞机、通用
飞机、直升机、无人机、浮空器等各类型。

【延伸阅读】2017年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7年版）的通知》（国办发[2017]51
号），涉及金属矿及非金属矿采选、航空制造、船舶制造、汽车制造、轨道交通
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矿产冶炼和压延加工、医药制造、道路运输、水上运
输、互联网和相关服务、银行服务、保险业务、会计审计、统计调查、教育、新
闻出版、广播影视、金融信息、文化娱乐领域。【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五期，二零一七年六月）】

2017 年 6 月 28 日，发改委和商务部共同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形成了统一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包括“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列出了股权要求、高管
要求等）和“禁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两部分。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外商投
资项目和企业设立实行备案管理。【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第二十一
期，二零一七年六月）】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6/16/content_5202973.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6/china-tax-alert-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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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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敏晶
电话：+852 2685 7454
eva.chow@kpmg.com

Alexander ZEGERS
电话：+852 2143 8796
zegers.alexand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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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