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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文号：财税[2016]36号
发文日期：2016年3月23日
执行日期：2016年5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尤其
是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及生活服务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尤其
是建筑业企业、房地产业企
业、金融业企业及生活服务
业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 营业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特定行业企业需要加快营

改增相关准备工作
• 其他行业企业需要关注法

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继李克强总理于3月5日宣布5月1日起全面实施营改增之后，2016年3月24日，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财税[2016]36号文（以下简称“36号文”），自
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
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
改为缴纳增值税。

36号文同时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以及《跨境应
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四个附件，对所有纳入营改增试点
范围的试点纳税人以及原增值税纳税人所涉及的营改增有关税收政策进行了重新
明确。原财税[2013]106号及其他配套文件，除另有规定的条款外，相应废止。

* 毕马威已于政策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讯》，
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
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针对三
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
十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所有行业企业都会购买、销售或是租赁房地产，并且所有企
业也都会消费生活服务及金融服务，我们建议所有企业对三份行业快讯都给予关
注。换言之，上述行业快讯不仅聚焦于这些特定行业的服务提供方，同时也聚焦
于这些行业的服务接受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全面推开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3/t20160324_1922515.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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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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
是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及生活服务业）
相关企业：同时涉及营业税
和增值税业务的北京市企业
（尤其是建筑业企业、房地
产业企业、金融业企业及生
活服务业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 营业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企业需要加快营改增相关

准备工作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
《指南》详细内容及这里阅
读《对照表》详细内容。

2016年3月23日，北京市国税局通过其官方微信平台发布《北京市营改增纳税人
办税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提示自3月21日起，在地税缴纳营业税
同时在国税缴纳增值税的北京市纳税人，可与相应国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办理
营改增相关变更手续。

对在国税机关已经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或是小规模的纳税人，《指南》明确了不同
情况的具体办理流程，还同时公布了北京市各区（地区）国家税务局营改增专用
咨询电话。

如果在国税只有企业所得税税种或者是纯地税企业，则需要密切关注“北京国税”
官方微信后续将另行发布的营改增变更手续办理时间。

2016年3月24日，北京市国税局还在其官方微信上发布了《北京市各区（地区）
地税局对应的国税局对照表》，方便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营
改增纳税人办理后续涉税事项。

北京市国税发布《北京市营改增纳税人办税指
南》及《北京市营改增纳税人国税、地税主管
税务机关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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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有可能增加或降

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近日发布的新闻，2016年3月17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纲要》第十五章对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部署，其中关于改革和完
善税费制度的主要内容如下：

• 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建立现代税收制度，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 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建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完善消费税
制度。

• 开征环境保护税。完善地方税体系，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实施资源税从价计
征改革，逐步扩大征税范围。

• 完善关税制度。

• 清理规范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加快推进非税收入管理改革，
建立非税收入管理制度。

• 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完善税收征管方式，提高税收征管效能。推
行电子发票。

* 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九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了
解2016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2016年财税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以及
《中国税务周报》（第六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了解《2016年税收重点工作任务》
的相关内容。

十三五规划对财税改革作出部署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A1Njc4Mw==&mid=402961904&idx=1&sn=59cfd5cbe08321c70009b8122f8db298&scene=1&srcid=0323FASJLVnI9OgXrFsxtfX7&pass_ticket=6Sxi4U1YTvytm%2Bo6iKaNUQcB2MdTfmxr9DNoUxHWzFnhcylDHSOtHgfaGq5jQWoN#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TA1Njc4Mw==&mid=402969536&idx=1&sn=f3bbc60c6fbfd23569e87834b93652b9&scene=1&srcid=0324VPiAgrTePlFAsBvI9Emh&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7/content_5054992.htm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Documents/china-tax-weekly-update-09-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Documents/china-tax-weekly-update-0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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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
16号
发文日期：2016年3月17日
执行日期：2016年3月18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
的企业及报关企业
相关税种：进出口关税 / 进口
增值税 / 进口消费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3月17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16号公告（以下简称“16号公告”），
对海关预录入系统客户端软件及业务数据交换接口予以开放，并同时公布了《海
关预录入系统客户端功能清单》及《海关预录入系统业务数据交换接口清单》。
16号公告自2016年3月18日起执行。

* 这是中国海关继2015年在全国不断推进通关无纸化改革及其他改革与创新措施
以来，为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和进一步提高企业通关效率的又一举措。您可以通过
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中国海关出台针对贸易便利化的重要公告，打
通各类海关业务申报环节最后瓶颈》（第八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了解毕马威
对16号公告的影响分析。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16号《关于开放海关预录
入系统客户端软件及业务数据交换接口的公告》

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
第17号
发文日期：2016年3月21日
执行日期：2016年4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进口关税 / 进口增
值税 / 进口消费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3月21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17号公告（以下简称“17号公告”），
对海关总署实施《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财政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102号，以下简称“102号文”）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明确，自2016年4月1日起施行。

17号公告明确了受赠人在申报进口捐赠物资前，应向其所在地海关办理减免税手
续，或者委托使用人，由使用人向使用人所在地海关办理减免税手续，以及受赠
人或使用人向其所在地海关办理进口捐赠物资减免税手续时，应当提交的材料。

* 根据102号文的规定，对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慈善事业的
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号文全文。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17号《关于实施〈慈善
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有关事宜的
公告》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564/info789623.htm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8-china-customs-issues-announcement-on-trade-facilitation-c.pdf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89714.htm
http://www.mof.gov.cn/mofhome/guanshui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1/t20160108_16461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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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社会组织等纳税人使
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办理税务登记有关问题
的通知》（税总函[2016]121号）

2016年3月15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总函[2016]121号文，对社会组织等未纳
入“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纳税人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办理税务登记有
关事宜进行了明确。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北京注册税务师协会下发2016年修订后的税务
师事务所《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鉴证报告
（范本）》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中曾提到，2016年1月18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3号公告， 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年版）〉中的部分申报表进行修改。新的申报表适
用于2015年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

据此，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为适应201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政策变化及纳
税申报表调整的情况，于2016年3月23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
申报鉴证报告（范本）》以供各税务师事务所使用。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铁路债券利息收入
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6] 30号）
2016年3月10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财税[2016]30号文，对企业
和个人投资持有中国铁路总公司2016-2018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利息收入给予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
策。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38418/content.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Documents/china-tax-weekly-update-04-c1.pdf
http://www.bjcta.net/ProductShow.asp?id=240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3/t20160322_1919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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