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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设一批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电子商务行业
相关企业：从事跨境电子商
务的企业
相关税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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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设一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以下简称“综试区”），涉及22个城市， 包括：北京、呼和浩特、沈阳、长
春、哈尔滨、南京、南昌、武汉、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西安、兰
州、厦门、唐山、无锡、威海、珠海、东莞、义乌。

2015年3月和2016年1月，国务院已分两批批准设立杭州、天津等13个跨境电商
综试区。【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期，二零一六年一月）】此后
的2017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将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和线下产业
园区“两平台”及信息共享、金融服务、智能物流、风险防控等监管和服务“
六体系”等成熟做法面向全国复制推广。【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
三十八期，二零一七年九月）】

“六体系两平台”是跨境电商发展的基础框架。“六体系”包括信息共享、金
融服务、智能物流、电商诚信、统计监测和风险防控体系，提供了涵盖跨境电
商全流程、各主体的管理和服务。“两平台”包括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和线下产
业园区平台，提供了综试区建设的软件和硬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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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并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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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后，国务院决定，对上述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政策给予过渡期，
并延长至2018年底。【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八期，二零一七
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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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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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并确定加快建设全国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措施。主要包括：

• 再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营业执照作废声明、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立项审批、
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等17项行政许可等事项。

• 年底前实现海关与检验检疫业务全面融合，统一申报单证、统一现场执法等。
简化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改由海关直接使用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
数据办理登记。

• 加快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政府定标准、强监管，企业作承诺、守信用，最终
实现企业投资一般“零审批”。

• 抓紧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承诺，废止
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严厉查处侵权假冒、违规收费等行为。

国务院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2018年7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以
下简称“40号公告”），明确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征管问题。

此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进一步由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仍享受
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且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实际企
业所得税税率10%）。【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八期，二零一八
年七月）】

40号公告进一步明确，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无论采取查账征收方式还是核
定征收方式，均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并针对不同情况，具体明确了预缴企业
所得税时如何享受减半征税政策的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
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40号
发文日期：2018年7月13日
执行日期：自2018年1月1
日至2020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小微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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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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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6日，应G20的要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联合国和世界银
行集团共同成立的税收协作平台（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on Tax，以下简称
“平台”）开发了一系列“工具包”，来帮助指导发展中国家实施与这些国家最
相关的国际税收问题的政策选择。

其中发展中国家自己确定的一个问题是离岸间接转让资产的征税问题。该问题虽
然是国际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各国尚未采用统一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交易。
且虽然OECD和联合国的双重征税协定范本中都着重强调了该问题，但目前许多有
效协定都不包括协定范本中相关的规定。各国在其国内法中也采用截然不同的方
法。

平台此前已于2017年夏末至10月公布了草案并征求了公众意见。该草案引起了极
大的共鸣，获得了来自国家机关、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等各个团体的19套详
细评论。平台将上述评论整合形成了第二版草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
止时间为2018年9月24日。

该报告和工具包得出结论认为，资产所在国有权对离岸间接转让资产征税，至少
对于可能主要和实质上包含特定地点经济租金的资产，包括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
“不可移动的”的资产有权征税。 但这并不是说资产所在国应总是对相关的离岸
间接转让资产征税。如果各个国家对离岸间接转让资产征税，那么采用更加统一，
协调和连贯的方法对其征税，可以为国际税收安排的一致性和提高税收确定性做
出实质性贡献。

在本报告的一个附录中，提供了实践中美国、秘鲁以及中国间接转让资产的案例。
上述案例中，各国对离岸间接转让资产征税的方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美国、秘
鲁和中国就是这种差异性的例证。

【延伸阅读】2015年2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
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7号，以下简称“7号公
告”），取代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管
理的通知》（国税函【2009】698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4号），进一步明确了间接
股权转让问题的配套执行程序，明确集团内部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交易是否可
以适用安全港规则等问题，明确与间接股权转让问题有类似性质的间接转让不动
产、机构场所财产问题。

关于7号公告的详细内容及其影响，您可以点击阅读以下毕马威出版物：

 《中国税务快讯：境外间接转让中国财产税务新规定出台》（第三期，二零一
五年二月）

税收协作平台邀请公众对“离岸间接转让资产税
收”报告的修订版进行最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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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离岸间接转让资
产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 合规成本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全
文。

https://www.oecd.org/ctp/platform-for-collaboration-on-tax-invites-final-comments-on-a-revised-version-of-its-report-on-the-taxation-of-offshore-indirect-transfers-of-assets.htm?utm_source=Adestra&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Platform%20for%20Collaboration%20on%20Tax%20invites%20final%20comments%20on%20a%20revised%20version%20of%20its%20report%20on%20the%20%E2%80%9C&utm_campaign=Tax%20News%20Alert%2017-07-2018&utm_term=demo
https://www.oecd.org/ctp/PCT-offshore-indirect-transfers-draft-toolkit-version-2.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491377/content.html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155915&flag=1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5/02/china-tax-alert-1502-03-new-chinese-indirect-offshore-disposal-rules-issued.html
https://www.oecd.org/ctp/platform-for-collaboration-on-tax-invites-final-comments-on-a-revised-version-of-its-report-on-the-taxation-of-offshore-indirect-transfers-of-assets.htm?utm_source=Adestra&utm_medium=email&utm_content=Platform%20for%20Collaboration%20on%20Tax%20invites%20final%20comments%20on%20a%20revised%20version%20of%20its%20report%20on%20the%20%E2%80%9C&utm_campaign=Tax%20News%20Alert%2017-07-2018&utm_term=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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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九期）本周发布的其他财税相关文件还有：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烟叶税纳税申报表>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9号）

创新赋能
税道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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