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阅读本核查清单时，敬请注意：如果企业未能在相关税收法规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税务机关将对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处以罚
款并加收滞纳金。罚款金额的范围是少缴税款的百分之五十至五倍。滞纳
金则是每日按滞纳税款万分之五加收。除此之外，企业还应注意中国的税
务机关有权在企业的纳税义务发生之后的三年内追征其少缴税款。当所涉
及税款数额较大时，追征期限还可以延长至五年。若企业有偷税行为，税
务机关将无限期追征其少缴纳的税款。 
 
但如果纳税人多缴纳了税款，可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向税务机关
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利息。如若超过此期限，纳税人将无法获得退
税。 
 
下列核查清单并不包括所有重大中国税务申报事项。中央或地方的财税部
门有可能对申报期限进行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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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 - 2010年年终中国税收核查清单 
又到了每年企业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开展的时候了，企业所得税的年度申报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接下
来企业将可能考虑将其利润汇到境外。中国政府机关在2010年或以前年度发布了一些相关税务和外汇法
规。这些法规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企业关注并加以解决。为帮助企业识别其主要纳税申报
义务，发现潜在的税务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法，我们准备了下面的2010年年终中国税收核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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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企业行动 法规要点 截止日期 是 否 不相关

准备和报送 2010 年度企业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进行季
度预缴税款的汇算清缴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该申报要求适用于在中国境内设
立的企业以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
构场所的外国企业 

2011 年 5 月 31 日     

准备 2010 年转让定价同期
资料及相关信息以备税务机
关要求报送 

国税发[2009]2 号 
 详细叙述关联方交易的九张

表格需要与年度企业所得税
纳税申报表一同报送 

 同期资料需准备完毕且在税
务机关要求的时间内提供 

2011 年 5 月 31 日    

向相关税务机关递交资产损
失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申请 

国税发[2009]88 号 
 资产损失在损失实际发生的

当年申报扣除 
 六类资产损失企业自行计算

扣除，无须事前审批 

2011 年 2 月 14 日    

告知相关税务机关其符合特
殊性重组（纳税递延）的条
件 

财税[2009] 59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0 年第 4 号  
符合相关条件时，对股权转让、
合并、分立等交易中产生的财产
收益所征税款可递延。 

2011 年 5 月 31 日    

考虑结转的损失是否将过期 
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 
亏损可以结转五年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5 年发生的损
失） 

   

考虑过渡期税收优惠到期的
影响 

国发[2007]39 号 
在2008 年之前设立的外商投资企
业可享受五年的过渡期所得税优
惠政策。 

2010 年 12 月 31
日，大部分的过渡
期优惠到期 

   

考虑取消债务带来的收入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22 条和
国税发[1999]195 号 
企业的应付未付款，债权人逾期
两年未要求偿还的，可能被计入
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国税发
[1999]195 号是否还有效尚不清
楚但是在实践中某些税务机关仍
持此观点。） 

对于自 2008 年或
以前年度起尚未偿
还的债务，2010 年
12 月 31 日为到期
日 

   

如有需要，申请享受股息的
协定待遇 

国税发[2009]124 号、国税函
[2009]81 号以及国税函[2009]601
号 
申请一方需提交外国税收居民身
份以及股息受益所有人相关证
明。对申请享受贷款利息、特许
权使用费以及财产收益的协定待
遇也有类似要求。 
 

申请汇出股息时    



 
其他税种

企业行动 法规要点 截止日期 是 否 不相关
准备和报送城市维护建设税
及教育费附加申报表  

国发[2010]35 号和财税[2010]103
号 
 这两类税费适用于外商投资

企业、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 
 2010 年 12 月份是第一个申报

期  

2011 年 1 月 20 日    

准备和报送 2010 年个人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 

国税发[2006] 162 号  
 该申报要求适用于年所得人

民币 12 万元以上的个人（包
括非中国居民） 
 

2011 年 3 月 31 日    

 
在上述事项中，最具挑战的就是在相关税收协定或安排下申请适用较低的股息预提所得税税率。例如，在内地
和香港双边税收安排中，股息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可降至 5%而企业所得税法中的一般规定为 10%。这可以为企
业节省相当一大笔税款。在此类情况下，国外收取股息的一方需要证明其是相关股息的受益所有人。这就意味
着外国投资者必须证明他们在其为税收居民的区域从事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就此来说，税务机关将会考察外国
投资者的雇员人数、资产规模以及收入情况。 
 
综上所述，企业在年度终了时需要非常谨慎地进行税收协定待遇申请和处理在申请过程中需要提交的信息。毕
马威在帮助客户申请享受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财产收益的协定待遇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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