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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国科发火[2016]32号
发文日期：2016年1月29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相关行业：属于《国家重点
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
范围的行业
相关企业：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条件的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需要重新评估享受相关税

收优惠的可能性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科技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6年1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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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科发火[2008]172号文，以下简称“172号文”），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1
月29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修订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以下简称“32号文”）。

与172号文相比，32号文的政策制定思路基本与之前保持一致，但在认定条件、
认定程序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均作出了调整和更新。比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的主要变化有：

新32号文与旧172号文相比的其他重要变化以及对企业的重大影响，请点击这里
阅读毕马威最新出版的《中国税务快讯：新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公布》
（第五期，二零一六年二月）。

中国税务周报
第五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

32号文（新） 172号文（旧）

•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
并 购 等 方 式 ， 获 得 对 其 主 要 产 品
（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
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 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
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5年以上的
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要产品（服
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 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
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
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 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 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
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比例不低于10%

• 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
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
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
的10%以上

•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
（含）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
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5%

•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
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
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
低于6%

http://www.most.gov.cn/tztg/201602/t20160204_123994.htm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Pages/china-tax-alert-05-new-version-of-admin-measures-for-hn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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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6年第1号《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文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16年第1号
发文日期：2016年2月3日
执行日期：2016年2月3日

相关行业：证券投资业
相关企业：从事境内证券投
资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投资限制降低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6年第1号（以下简称“1
号公告”），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自2016年
2月3日起实施。主要内容包括：

• 放宽单家QFII机构投资额度上限。不再对单家机构设置统一的投资额度上限，
而是根据机构资产规模或管理的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作为其获取投资额度
（基础额度）的依据。

• 简化额度审批管理。对QFII机构基础额度内的额度申请采取备案管理；超过基
础额度的，才需外汇局审批。

• 进一步便利资金汇出入。对QFII投资本金不再设置汇入期限要求；允许QFII开
放式基金按日申购、赎回。

• 将锁定期从一年缩短为三个月，保留资金分批、分期汇出要求，QFII每月汇出
资金总规模不得超过境内资产的20%。

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ut/p/c5/04_SB8K8xLLM9MSSzPy8xBz9CP0os3gPZxdnX293QwML7zALA09P02Bnr1BvIyNvc6B8pFm8s7ujh4m5j4GBhYm7gYGniZO_n4dzoKGBpzEB3eEg-_DrB8kb4ACOBvp-Hvm5qfoFuREGWSaOigDuOwR_/dl3/d3/L2dJQSEvUUt3QS9ZQnZ3LzZfSENEQ01LRzEwODRJQzBJSUpRRUpKSDEySTI!/?WCM_GLOBAL_CONTEXT=/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jwrzyyjzjgl/node_zcfg_zbxm_kjzwtz_store/fd4a9a804b8ed99bbfb2ff196274af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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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号《关于飞机航空器
材包修税收征管有关问题的公告》

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
第6号
发文日期：2016年1月29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29日

相关行业：航空运输业
相关企业：涉及跨境航材包
修业务的企业
相关税种：进口关税/进口增
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进出口贸易限制降低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1月29日，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6号（以下简称“6号公
告”），对飞机航空器材包修（以下简称“航材包修”）业务有关征税范围、资
料要求、纳税申报手续等事宜进行明确。主要内容包括：

对6号公告更为详尽的解析，敬请关注毕马威即将出版的《中国税务快讯》。

航材包修定义

• “航材包修”，是指国内航空公司与境外包修服务供应商
签订包修合同，由包修服务供应商在包修合同约定范围内，
以修理航材或者交换航材的方式提供维修保障服务，国内
航空公司按包修合同约定，分期向境外包修服务供应商支
付“一揽子”包修费。

征税方式

• 海关对包修合同项下支付的包修费征税，不对实际进出境
航材征税。

• 海关按“修理物品”方式对实际进出境航材进行监管，以
各期实际进出境航材分摊的包修费为征税对象，征税周期
为国内航空公司按照包修合同约定的分期支付包修费周期。

• 对于当期保修合同下无实际进出境航材的情况、保修合同
中规定需对包修费进行调整的情况，以及航材涉及飞机租
赁的情况，6号公告均对其征税方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执行日期
• 6号公告自2016年1月29日起施行。对于6号公告施行前已

经提交的飞机航空器材包修合同，国内航空公司应在6号公
告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按照要求重新向海关提交。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8号《关于修订飞机经
营性租赁审定完税价格有关规定的公告》
2016年1月29日，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8号（以下简称“8号公
告”），对有关飞机经营性租赁业务完税价格的审定问题进行了明确。主要内容
如下：

• 租赁期间发生的由承租人承担的境外维修检修费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总署令[2013]213号，以下简称“213
号令”）第二十八条审价征税。(213号令第二十八条规定，运往境外修理的
机械器具、运输工具或者其他货物，出境时已向海关报明，并且在海关规定
的期限内复运进境的，应当以境外修理费和料件费为基础审查确定完税价
格。）

• 对于其他费用，如：在飞机退租时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的补偿或赔偿费用、
维修检修费、未退还承租人的维修保证金、承租人依照合同约定为出租人承
担的税金、承租方支付的保险等，8号公告对于其是否应按照租金计入完税价
格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 8号公告自2016年1月29日起实施。对公告实施前已完成的维修检修、已缴纳
的国内税收及已支付的保险费用，8号公告也规定了其处理方式。

对8号公告更为详尽的解析，敬请关注毕马威即将出版的《中国税务快讯》 。

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
第8号
发文日期：2016年1月29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29日

相关行业：航空运输业
相关企业：涉及跨境飞机经
营性租赁的企业
相关税种：进口关税/进口增
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进出口贸易限制降低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85941.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859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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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系列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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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税务要闻，为贯彻落实《深化国税、地
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对扩大区域税收合作范围的部署要求，近日，国家税务总
局出台了一系列服务长江经济带（泛长三角区）经济发展的创新措施。长江经济
带（泛长三角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
贵州、四川和云南。

• 2016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在泛长三角区税务部门启用长江经济带税务信
息共享平台（“共享平台”）。

• 依托共享平台，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外出经营建立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
理证明》信息交换机制、非正常户异地协作机制等。

• 对符合条件的长江经济带纳税人在泛长三角区内跨省（市）迁移，涉及主管
税务机关改变的，税务机关依托共享平台，提出了简化迁移手续的举措。
（国家税务总局此前针对纳税人在京津冀范围内的迁移曾出台过类似政策，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期、二零一六年一
月）中对相关政策的描述。）

海关总署 商务部联合公告2016年第5号《关于
实行自动进口许可证通关作业无纸化的公告》

文号：海关总署 商务部联合
公告2016年第5号
发文日期：2016年1月25日
执行日期：2016年2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
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 促进跨境贸易发展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日前，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发布联合公告2016年第5号（以下简称“5号公
告”），于2016年2月1日起，将自动进口许可证无纸化通关范围由目前的10个
海关推广至全国所有海关。

5号公告目前的有效范围为实施自动进口许可“一批一证”管理的货物（原油、
燃料油除外），且每份进口货物报关单仅适用一份自动进口许可证。下一步将扩
大到全部自动许可管理商品和全部证书状态。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1999595/content.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3.aspx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859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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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深度参与全球税收合作 持续打造
国际税收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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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对外投资成本降低
• 转让定价风险增加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5年是G20国际税改承前启后之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
税务要闻，国家税务总局深度参与全球税收合作，让我国国际税收工作迈上了新
高度。

• 2015年，中国国内《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金融
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经国务院批准，主管当局间协议正式签署；中
央批准实施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要求深化国际税收
合作。

• 为做好G20税改成果转化，税务总局在《税收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修
订中引入了BEPS成果。多边合作方面，我国税务部门积极参与联合国和G20
国际税收规则制定，提出“利润应在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征税”的
总原则并为G20所接受。

• 2015年，税务总局与柬埔寨、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罗马
尼亚和津巴布韦进行了税收协定谈判或修订性谈判；与智利签署了中智税收
协定，并吸纳了BEPS最新成果；正式签署了大陆与台湾地区税收协议。税务
总局还深化了与荷兰、蒙古、埃塞俄比亚以及金砖国家的税务合作。

• BEPS成果更应用到了我国近来出台的一系列反避税法律、法规中，使其得以
进一步的完善， 包括《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关于非居民企业间转让财
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关于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费用有关企
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等。

• 税务总局结合国际税收管理实际需要，开发了“国际税收管理信息技术平
台”，实现非居民税收管理、对外投资税收服务与管理、情报交换、反避税、
税收协定查询、跨区域合作等的信息化。此外，税务总局还建立了跨国公司
利润水平监控系统，并建成了多边税务数据服务平台。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促进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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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或拟对“一
带一路”国家进行投资的企
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对外投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税务要闻，2015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
以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抓手，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组织开展了一
系列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包括：

• 与柬埔寨、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进行了税收协
定谈判或修订性谈判。

• 将国别税收信息研究工作全面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我国“走出
去”纳税人主要投资目的地。目前，美国、蒙古、香港地区国别投资税收指
南已在税务总局网站公开发布，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相关内容。

• 出台了《关于落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要求 做好税收服务与管理的通知》
和《关于境内机构向我国银行的境外分行支付利息扣缴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
告》，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制定出台了十项税收措施，并减轻了银行业
“走出去”的税收负担。

• 其他重要工作还包括：在官网上建立了“一带一路”税收服务专栏、设立
12366“走出去”企业热线专席、主办了一系列宣传活动等。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1994649/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00316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44/n1671176/n167120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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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个国家签署分国信息报告自动交换协定文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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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转让定价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经合组织（OECD）近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新闻，31个国家于2016年1月27
日签署了分国信息报告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协定（以下简称“分国信息报告多
边协定”），承诺将自动交换跨国企业根据各国指引编制的分国信息报告。

分国信息报告多边协定是基于《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以下简称“《公
约》”）所签署的。中国是已签署《公约》的92个国家之一。您可以通过点击这
里阅读我方的《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了解详情。
但中国目前不在签署分国信息报告多边协定的国家名单中。

分国信息报告多边协定有助于快速统一的执行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第
13项行动计划下的新转让定价文档标准，也将确保各国税务机关全面掌握跨国企
业的运营方式，同时保障这些信息的保密性。分国信息报告交换将针对2016财年
信息于2017年正式启动。如有信息未能进行交换，第13项行动计划下转让定价
同期资料报告制度将作为备选归档方式以保证公平性。

签署多边协定的31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智利、哥斯达黎
加、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挪威、波兰、
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同样基于《公约》，中国单独签署了另一项多边协定，以促进OECD报告标准框
架下的税务信息自动交换。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了解详情。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关于企业对
外付汇税收风险的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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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对外付汇的
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营业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近日，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对企业对外付汇涉及的税务风险进行了
温馨提示。该提示总结了非居民企业扣缴义务人定义、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发生
时间及税款缴纳期限、不履行扣缴义务的法律责任等。

此外，提示还对非居民企业常见业务的收入确认时间进行了汇总，对新旧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申报表进行了对比并对填报作出了说明。

建议其他地区的纳税人也可以参考上述提示安排自身对外付汇事宜。

http://www.oecd.org/tax/a-boost-to-transparency-in-international-tax-matters-31-countries-sign-tax-co-operation-agreement.htm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4.aspx
http://www.oecd.org/tax/automatic-exchange/international-framework-for-the-crs/
http://www.tjsat.gov.cn/11297000000/0100/010005/201601191711427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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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在北京举行

根据商务部近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新闻，2016年1月18日至27日，第二十四轮中
美投资协定谈判在北京举行。双方继续围绕各自的负面清单展开了深入磋商。下
一步，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落实两国领导人去年9月就谈判达成的重要共识，强力
推进谈判、加快工作节奏，以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高水平投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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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或拟进行中
美跨境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投资限制可能增加/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601/201601012442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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