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踏入 2012年，很多企业已经着手准备其年度财务报表并开始接受外部审
计。紧接着企业就要开始进行企业所得税的年度汇算清缴工作。如适用，
企业还需准备转让定价同期资料。与此同时，企业还需要准备 2012年初
其他税种（例如：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申报资料。为了协助企业更好地履
行其纳税申报义务，我们准备了下面的 2011年年终中国税收核查清单，
供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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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核查清单并不包括所有重大中国税务法规事项，也非
针对任何企业或个人的个别情况而提供。此外，地方税务机关针对具体问
题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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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 
企业行动 法规要点 截止日期          

 / 生效日期 毕马威刊物 是 否 不相关 

按照新规定准备和报送
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
缴纳税申报表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64 号和第 76 号 
•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纳税人应使用修订后的
企业所得税季（月）度预
缴纳税申报表 
 

2012 年 2 月 15 日
或 2012 年 4 月 18
日  

 

   

准备和报送 2011 年度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
进行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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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5 月 31 日 

 

   

就资产损失向主管税务
机关进行申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
第 25 号 
• 扩大了资产损失范围 
• 取消了资产损失事前审

批要求 
• 资产损失申报分为清单

申报和专项申报两种形
式 
 

2012 年 5 月 31 日 

中国快讯
2011 年第

13 期 

   

取得相关成本费用的凭
证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
第 34 号 
• 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

时可暂时扣除未能及时
取得有效凭证的成本、费
用，企业在汇算清缴结束
前应提供有关凭证 

 

2012 年 5 月 31 日 

中国税务简
报 2011 年
第 6 期 

   

高新技术企业向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国税函[2009]203 号 
• 高新技术企业应在报送

年度纳税申报表以前就
相关认定条件的满足情
况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
备案 

 

2012 年 5 月 31 日 

中国快讯
2009 年第

47 期 
   

就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
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
案手续 

国税函[2009]212 号 
• 企业应在报送年度纳税

申报表以前，向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减免税备案手
续以享受技术转让相关
企业所得税优惠 

 

2012 年 5 月 31 日 

 

   

创业投资企业向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国税发[2009]87 号 
• 创业投资企业应在报送

年度纳税申报表以前， 向
201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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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备案
以享受投资抵扣应纳税
所得额的优惠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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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5 月 31 日 

中国快讯
2009 年第
39 期和

2010 年第
12 期 

   

考虑金融行业（银行、保
险和证券等）准备金税前
扣除政策到期的影响 

财税[2009]33 号、财税
[2009]48 号、财税[2009]62
号、财税[2009]64 号、财税
[2009]110 号等 
• 特定行业准备金税前扣

除的有关政策于 2010年
12月 31日到期 

 

2010年 12月 31日 

中国快讯
2009 年第
42 期和

2009 年第
43 期 

   

考虑有关行业广告费和
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政
策到期的影响 

财税[2009]72 号 
• 部分行业广告费和业务

宣传费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比例调整为 30%， 该政
策至 2010年 12月 31日到
期 

 

2010年 12月 31日 

中国快讯
2009 年第

68 期 
   

准备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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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5 月 31 日 

中国快讯
2009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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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快讯
2009 年第
25 期和

2009 年第
8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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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税费 
企业行动 法规要点 截止日期                 

/ 生效日期 毕马威刊物 是 否 不相关 

上海相关行业企业按新
规定进行增值税纳税申
报 

财税[2011]110 和 111 号、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66 号 
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政策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2012 年 2 月 15 日 
（以月为纳税期

限） 

中国快讯
2011 年第
40 期和

2012年第1
期 

   

就享受过渡优惠政策的
租赁合同多缴纳或多扣
缴的营业税向税务机关
申请退税 

财税[2011]48 号 
• 符合条件的 2009 年以前

签订的跨境设备租赁合
同可以享受营业税免税
待遇直至合同到期 

• 多缴纳或多扣缴的营业
税在 2011 年年底前抵扣
不完，可申请退税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中国快讯：
金融服务专
题 2011 年
第 4 期 

   

按新规定办理出口退税 国税函[2011]643 号      
• 部分试点地区（注一）企

业不再办理出口收汇核
销手续，办理出口退税时
无须向税务部门提供纸
质出口收汇核销单 

 

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 

 

   

准备和报送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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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3 月 31 日 

中国快讯
2006 年第

35 期    

按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外
籍雇员办理参保手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6 号和人社厅发[2011]113
号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应当参加
中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
具体实施办法尚未出台 
 

自 2011年 10月 15
日起生效 

中国快讯
2011 年第

33 期 

   

 
注一： 包括江苏、山东、湖北、浙江（不含宁波）、福建（不含厦门）、
大连和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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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税项目 
企业行动 法规要点 截止日期                 

/ 生效日期 毕马威刊物 是 否 不相关 

准备和报送年度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84 号 
代表机构应每年向登记机关
提交年度报告 
 

2012 年 6 月 30 日 

中国快讯
2010 年第

21 期    

 
毕马威观察 
 
对于正在准备汇算清缴的企业而言，都应关注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方式的改
变。一方面， 新出台的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25号（以下简称“新办法”）
扩大了资产损失的范围，取消了资产损失事前审批要求，资产损失扣除将
相对容易和快速。另一方面，新办法下，资产损失扣除合规责任明确地归
于企业。地方税务机关将把精力集中于高风险对象或区域，某些企业被稽
查的风险也将增加。所以，企业应着眼于健全资产损失内部核销制度，并
按规定准备详细的相关会计和税务资料。 
 
自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受益所有人的 601号文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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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会比较具有挑战性，现有
的法规对实践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尚未明确。我们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正
在研究制定相关文件以明确有关问题，建议有关企业对此予以关注。 
 
自 2012年 1月 1日起，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政策开始实施。这不仅对上
海地区从事特定行业的企业产生影响，也影响到全国各地自试点企业购买
有关服务的企业。试点政策涉及的行业众多，有关不同行业的具体政策将
陆续出台，试点范围内的企业应密切关注这一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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