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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三期 二零一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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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税种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
n810219/n810729/n811748/
c1987973/content.html

2016年1月15日至16日，国家税务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会议强调，
2016年的税收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要在全面推动各项税收改革发展的基础上，
扎实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主要内容

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部署2016年税收
工作任务

切实抓好组
织收入工作

• 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
• 主动依规减免税，执行中不打折扣
• 坚决不收过头税

不断深化税
收改革

• 着力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 深化营改增、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各项税制改革
• 落实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 主动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针对性、实效性更强的税收

政策措施，进一步支持创业创新投资、化解过剩产能等方面

大力推进信
息管税

• 全面完成金税三期工程建设
• 深入实施“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
• 全面推行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
• 发挥税收大数据优势，加强数据增值应用

全面加强队
伍建设

•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稳步推进“数字
人事”试点

强化党风廉
政建设

• 更高标准落实“两个责任”，更严格要求执行党的纪律，更大
力度纠正“四风”问题，更有成效发挥巡视和督察内审作用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9/n811748/c198797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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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税总发[2015]161号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3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在京津冀范围内
跨省（市）迁移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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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91275
/content.html

为促进京津冀三地税收协同发展，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便利企业合理流动，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要求京津冀税务部门简化纳税人跨省（市）迁移手续，
并明确了适用范围、时限要求、业务衔接及业务操作流程等内容。

主要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京津冀范围内纳税人办理
跨省（市）迁移有关问题的通知》

适用范围 • 在京津冀范围内，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涉及改变省（市）
主管税务机关的纳税人

时限要求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先完成纳税申报和增值税发票报税。
• 纳税人在纳税申报期内（含所得税年度申报）提出申请的，

应先完成当期全部申报并结清已申报税款。
• 纳税人应自原主管税务机关注销其税务登记或开具《清税证

明》之日起30日内向迁入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 新设立的一照一码户在工商部门办理完变更登记后，应及时

到迁入地税务机关办理有关涉税事宜。

业务衔接

纳税申报及税款征收
• 迁出前应完成全部纳税申报事项，并结清已申报的应纳税款

及滞纳金、罚款和各类查补税款，迁出后发生的相关退、补
税款，一律由迁入地税务机关完成。

税收优惠政策
• 除区域优惠政策外，其原享受的各项税收优惠延续执行。迁

出地税务机关收回纳税人迁移前税务机关送达的有关备案、
审批文书，归入纳税人档案一并移交迁入地税务机关，迁入
地税务机关据此不得要求纳税人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相关资格资质
• 迁入地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由迁出地税务机关认定的纳税信用

等级资质予以认可。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后，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延续登

记。纳税人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有未抵扣进项税额的，
迁出地税务机关应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进项税额转
移单》。

税控机具
• 纳税人使用的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专用设备（包括金税盘、

税控盘、报税盘）交由迁出地税务机关注销收回，纳税人在
迁入地重新购置专用设备。

发票及各类证件
• 迁出前应向迁出地税务机关申请缴销全部结存空白发票及发

票领购簿。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迁移后取得的原纳税人识别号发票需办理

换票手续后，再进行申报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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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1号 （以下简称“1
号公告”）
发文日期：2016年1月7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7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涉及出口退（免）
税的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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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92187
/content.html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口退（免）
税事中事后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为深入贯彻《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1月
7日下发1号公告，对企业申报出口退（免）税的流程和资料报送要求进行了简化。

主要内容

• 集团公司需要按收购视同自产货物申报免抵退税的，集团公司总部或其控股
的生产企业向主管国税机关备案时，不再提供集团公司总部及其控股的生产
企业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或《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表》）复
印件。

•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办理撤回出口退（免）税备案事项时，如果向主管国税
机关声明放弃未申报或已申报但尚未办理的出口退（免）税并按规定申报免
税的，视同已结清出口退税款。

• 因合并、分立、改制重组等原因撤回出口退（免）税备案的出口企业或其他
单位（以下简称撤回备案企业），可向主管国税机关提供列明资料，经主管
国税机关核对无误后，视同已结清出口退（免）税款。

• 外贸企业进口货物复出口的，申报退（免）税时不再提供进口货物报关单。
• 自2016年1月7日起，启用《来料加工免税证明申请表》、《来料加工免税证

明》、《代理进口货物证明申请表》和《代理进口货物证明》。《出口货物
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24号发布）附
件28、29、33同时废止。

文号：税总法便函[2015]461
号（以下简称“461号函”）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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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tax.sh.gov.cn/pu
b/xxgk/zcfg/node92/201601/t
20160120_421460.html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及政策法规司联合下发461号函，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
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意见》（税总发〔2015〕142号，以下
简称“142号文”）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主要内容

• 142号文与《税收征管规范》、《纳税服务规范》规定的申请材料不一致的，
以142号文规定的申请材料为准。

• 142号文中《税务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与《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的申请
材料不一致的，以《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的申请材料为准。

• 经办人身份证件无论是否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均应提供；代理委
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件是在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时需要提供的资料。

• 关于“非居民企业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审批”事项，
受理岗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存在难度、难以准确判断是否
符合要求，难以决定是否当场受理的，受理岗应当即时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资料与业务部门沟通，业务部门审核资料后再出具《税务行政许可受理通知
书》。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国家税务总局 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
工作的意见>有关问题予以说明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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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财税[2015]141号
（以下简称“141号文”）
发文日期：2015年12月3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公益性社会团体
相关企业：不适用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zs.mof.gov.cn/zheng
wuxinxi/zhengcefabu/20160
1/t20160121_1652817.html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
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审批有关调整事项的通知》
2015年12月31日，财政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下发141号文，对公益
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确认程序作出如下调整和规定。

主要内容

• 对社会组织报送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报告和相关材料的环节予以取消，改
由财政、税务、民政等部门结合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公益活动情况联合确认
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并以公告形式发布名单。

• 对在民政部登记设立的社会组织，由民政部在登记注册环节会同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对其公益性进行联合确认，对符合公益性社会团体条件的组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发布公告，明确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

• 对在民政部登记注册且已经运行的社会组织，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
政部结合社会组织公益活动情况和年度检查、评估等情况，对符合公益性社
会团体条件的社会组织联合发布公告，明确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 在省级和省级以下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由省级相关部门参照上述
规定执行。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1/t20160121_16528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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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函[2016]17号
发文日期：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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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ce/
content/2016-
01/15/content_10605.htm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天津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在《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二期，二零一六年一月）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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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同
意在天津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主要内容

• 批准在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合肥市、郑州市、广州市、成都市、大连
市、宁波市、青岛市、深圳市、苏州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 名称分别为中国（城市名）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具体实施方案由城市
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分别负责印发。

•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要借鉴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建设“六大体系”、“两个平台”的经验和做法，因地制宜，突出本地特色
和优势，着力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B2B）方式相关环节的技术标准、
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子商
务健康发展创造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文号：国发[2016]4号
发文日期：2016年1月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制造业
相关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
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6-
01/18/content_5033735.htm

《国务院关于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

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加快推动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国务
院日前就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提出若干意见。

主要内容

创新发展
的主要任
务

• 延长产业链，提升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 发挥沿海地区示范带头作用，促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 支持内陆延边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 引导企业有序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个资

源

改革创新
管理体制

• 深化加工贸易行政审批改革
• 建立加工贸易新型管理体系
• 优化监管方式
• 加快推进内销便利化
• 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

完善政策
措施

•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优化法制环境
• 营造公平外部环境
• 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舆论环境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15/content_10605.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18/content_50337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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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行业：建筑业
相关企业：建筑业企业
相关税种：营改增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zgjzy.org/News
ShowFiles.aspx?id=6799

为推动建筑业营改增试点顺利、平稳、健康实施，中国建筑业协会及中国建设会
计学会特对建筑业企业内部的营改增准备工作提出若干指导意见。

主要内容

《中国建筑业协会 中国建设会计学会印发<关
于做好建筑业企业内部营改增准备工作的指导
意见>的通知》

组织开展模拟
运转

• 营改增模拟运转，是指建筑业企业在目前仍然实施营业税管
理和核算的情况下，参照对已经实施营改增行业企业增值税
的征收管理规定，进行全过程的增值税模拟管理和账外核算

• 根据实际情况，模拟运转，可以是一个企业，也可以是企业
中的一个或几个基层单位、一个或几个工程项目。

• 模拟运转, 要严格依据实施增值税管理的实际情况，对工程
投标报价、合同协议管理、货物劳务采购、发票管理传送、
会计稽核核算、实施报税清缴等管理环节进行全面审查，准
确、具体、全面地找出不适应增值税征收管理的各种实际问
题，以便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做好内部各项准备工作。

全面制定应对
方案，突出重
点

应对方案既要全面，又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突出重点，注重做
实。例如：
• 关于增值税管理的基础条件问题
• 关于完善“ 项目法施工管理”问题
• 关于投标报价问题
• 关于合同协议问题
• 关于某些长期性政策规定的具体解释和具体落实问题

验证某些政策
建议的有效性

在模拟运转中，要有选择的对某些政策建议的有效性作进一步
验证, 并拟定具体操作办法。比如:
• “老工程办法”
• “甲方供料”
• “商品混凝土税率调整”
• “建筑劳务税率”

http://www.zgjzy.org/NewsShowFiles.aspx?id=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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