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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电子商务
相关企业：从事跨境电子商
务的企业
相关税种：不适用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gov.cn/guowuyu
an/2016-
01/06/content_5031023.htm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天津、上海、重庆等12
个城市新设一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为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健康发展，2015年3月7日，国务院同意设立杭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6年1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天津、上
海、重庆等12个城市新设一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用新模式为外贸发展提
供新支撑。

会议认为，积极稳妥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点，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等改革的重要举措，既可吸引大中小企业集聚，促进新业态成长，又能
便利有效监管，对推动“双创”，增加就业，使外贸更好适应新形势、赢得新优
势，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内容

• 天津、上海、重庆、合肥、郑州、广州、成都、大连、宁波、青岛、深圳、
苏州成为新一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这12个城市中，8个为东部城市、
2个为中部城市、2个为西部城市。

• 新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将复制推广以下经验做法：

 构建六大体系，包括企业、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等信息互联互通的信息共
享体系，一站式的在线金融服务体系，全程可验可测可控的智能物流体系，
分类监管、部门共享和有序公开的电子商务信用体系，以及为企业经营、
政府监管提供服务保障的统计监测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

 建设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综合园区”两个平台，实现政府部门间信
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汇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设施和服务，为跨
境电子商务打造完整产业链和生态圈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1/06/content_5031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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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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gov.cn/guowuyu
an/2016-
01/13/content_5032643.htm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修订现行的《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预计新政策的变化为：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
法

适当放宽认定
条件

• 对高新技术企业取消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
职工总数30%以上的要求，改为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
动的科技人员占比不低于10%

• 在保持大中型企业3%和4%研发费占比要求不变的情况下，
将小企业的研发费比例要求由6%降至5%

技术认定条件
变化

• 取消近3年内获得知识产权或取得5年以上独占许可的条件，
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或转让技术

简化认定流程，
缩短公示时间

• 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格有效期内跨管理区域整体迁移的，其资
格继续有效

• 采取随机抽查与重点检查双结合等方式，优化对高新技术企
业的管理

扩充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
域

• 将制造业中的增材制造与应用等新技术和服务业中的检验检
测认证等技术，以及文化创意、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等领域
的相关技术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剔除一批落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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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gov.cn/guowuyu
an/2016-
01/13/content_5032643.htm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
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
改革措施，让市场活力更大释放。

主要内容

• 在去年已取消一批审批事项基础上，再取消纳税人申报方式核准、地方企业
发行企业债券的部门预审等150多项审批事项。

• 再取消10余项束缚创业创新的部门行政许可。

• 采取取消或改由审批部门委托开展技术服务并承担费用等方式，再清理规范
192项中介服务事项。

• 整合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4类餐饮服务公共场所的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一家许可、统一监管，并承担相应行政责任。

• 在此前已取消4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基础上，再取消汽车营销师、咖
啡师、注册人力资源管理师等61个事项。尽快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
目录之外不得开展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

• 对66部行政法规相关条款进行一揽子修改，并增加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完善
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规定。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1/13/content_5032643.htm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1/13/content_5032643.htm


© 2016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6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国税务周报（第二期）

DRAFT
DRAFT

DRAFT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99号（以下简称
“99号公告”）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31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相关行业：货物运输业
相关企业：提供货物运输服
务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
n810341/n810755/c1983655
/content.html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
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
随着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的全面推行，为规范增值税发票管理，方便纳税人发
票使用，2015年12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99号公告，决定停止使用货物
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货运专票”），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

主要内容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
票，开具发票时应将起运地、到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等内容填
写在发票备注栏中，如内容较多可另附清单。

• 货运专票最迟可使用至2016年6月30日，7月1日起停止使用。

• 铁路运输企业受托代征的印花税款信息，可填写在发票备注栏中。中国铁路
总公司及其所属运输企业（含分支机构）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可自2015年11
月1日起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所开具的铁路货票、运费杂
费收据可作为发票清单使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
装置非运输车辆信息采集的公告》
2015年5月14日，《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了“列入
车辆购置税免税图册”审批事项。据此，国家税务总局相应修订了设定该审批事
项的《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并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非运输车辆信息采集的公告》，就相关问题进行明确。

主要内容

• 税务总局通过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电子信息采集
设有固定装置非运输车辆信息后，编列免税图册下发执行。

• 国产车辆，须由车辆生产企业在同一品牌型号车辆首次提交合格证电子信息
时，通过合格证信息管理系统填写信息采集表，同时上传规定资料信息。进
口车辆，须由进口车辆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授权代理机构、进口单
位或纳税人在同一品牌型号车辆首次进口提交合格证电子信息时，通过合格
证信息管理系统填写车辆信息表，同时上传规定资料信息。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
信息化部公告2015年第96号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28日
执行日期：2016年2月1日

相关行业：汽车行业
相关企业：生产或进口设有
固定装置非运输车辆的企业
相关税种：车辆购置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
n810341/n810755/c1979877
/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97987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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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适用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
n810219/n810724/n1275550
/c1981769/content.html

距《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1.0版）》（以下简称“《合作规范
1.0版》”）的实施已达半年之久，为及时总结《合作规范1.0版》实施过程中的
成效和问题，同时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国税、地税
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的要求，2016年1月1日，税务总局发布实施了《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2.0版） 》（以下简称“《合作规范2.0版》”）。

主要内容

《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合作工作规范（ 2.0
版）》

主要升级方
面

• 合作事项由原来的32个增加为44个，基本覆盖了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国地税之间需要合作的全部领域

• 对每个合作事项，归纳了各地探索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种
合作方式，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择优选用

• 重新梳理了合作流程，进一步明确了两个执法主体之间，为完
成合作事项需要采取的工作步骤和合作节点

• 对每个合作事项，逐项列明了信息化支撑手段

便利纳税人
措施

进一步解决办税“多头跑”问题
• 各级国地税局采取联合大厅办税服务、联合网上办税服务、合

作征收税款等14项具体措施，实现“一窗受理、内部流转、限
时办结、窗口出件”

进一步解决执法“多头查”问题
• 各级国地税局联合确定稽查对象、联合进户执法检查、统一税

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等18项具体措施
进一步解决资料“多头报”的问题
• 国地税局依托税务信息专网实现涉税信息共享，采取联合采集

财务报表、共享涉税信息、联合开展税收调查等5项具体措施
解决政策“多口径”问题
• 国地税局采取联合税收宣传、联合培训辅导、联合共建咨询热

线等3项具体措施

文号：总署公告[2015]69 号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28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存在进出口业务
的企业
相关税种：进出口关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增加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ustoms.gov.cn/
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
782988.htm

《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69号〈关于2016年关
税实施方案的公告〉 》
《2016年关税实施方案》已经国务院批准，据此，海关总署就该新方案的主要内
容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发布，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主要内容

• 进口关税调整。对部分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根据相关情况进行
调整，普通税率维持不变。

• 出口关税调整。降低高纯生铁等商品出口关税，对磷酸等商品不再征收出口
关税。

• 税则税目调整。调整部分税则税目后，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税目数共计8294个。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n1275550/c1981769/content.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829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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