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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财税[2016]49号
发文日期：2016年5月4日
执行日期：2015年1月1日

相关行业：软件和集成电路
行业
相关企业：集成电路生产企
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
件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的
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统称软件、集成电
路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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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享受《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
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以下简称“27号文”）有关规定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软件、集成电路企业*，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
发布财税[2016]49号（以下简称“49号文”），对27号文部分条款进行调整并对
其他有关问题予以明确：

• 享受27号文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软件、集成电路企业，每年汇算清缴时应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6号）规定向税务机关备案，同时提交49号文
文所附《备案资料明细表》规定的备案资料。

• 在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后，税务部门转请发展改革、工业和信
息化部门进行核查。对经核查不符合软件、集成电路企业条件的，由税务部
门追缴其已经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 49号文对于享受税收优惠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以及软件
企业的条件，未作重大调整。而对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相关条件进行了调整。

•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应从企业的获利年度起计算定期减免税优惠期。如获利
年度不符合优惠条件的，应自首次符合软件、集成电路企业条件的年度起，
在其优惠期的剩余年限内享受相应的减免税优惠。

* 根据27号文规定，符合条件的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主要享受以下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

- 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在2017年12月31
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
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

- 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减
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在2017年12
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六年至第十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
止。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http://www.mof.gov.cn/mofhome/shuizheng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5/t20160506_19795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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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境内新办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在2017年12
月31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
三年至第五年按照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
止。

-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
优惠的，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27号，税总函
[2016]187号、190号，交办
公路[2016]66号
发文日期：2016年4月28日至
2016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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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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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为配套营改增新政《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国家税务总局、交通运输部
办公厅于近日再次颁布了营改增相关文件，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出口退税率文
库、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使用的增值税发票联次及公路
工程计价依据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6年第27号，以下简称“27号公告”）

•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发了部分营改增配套文件，新明确了部分增值
税相关政策。为此，税务总局发布27号公告，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
列资料的相应部分进行了调整，同时对填写说明也进行了修改。

• 27号公告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

 《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发 布 出 口 退 税 率 文 库 2016B 版 的 通 知 》 （ 税 总 函
[2016]187号）

• 根据36号文有关税目的调整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2016B版出口退税
率文库。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各地国税局及时下载文库并进行退税率文库升
级，及时发放给出口企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使用的增
值税发票联次问题的通知》（税总函[2016]190号）

• 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
使用六联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五联增值税普通发票。纳税人办理产权过户
手续需要使用发票的，可以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第六联或者增值税普通发
票第三联。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公路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方案〉
的通知》（交办公路[2016]66号， 以下简称“66号文”）

• 66号文对2016年5月1日起新建和改建的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的计价依
据进行了调整，并对投资估算、概算、预算的编制和管理加以明确。

• 营改增后，公路工程建筑安装工程费按“价税分离”计价规则计算。建筑
安装工程费按以下公式计算：

建筑安装工程费 = 税前工程造价×(1+11%)

= (直接工程费（含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费）+其他
工程费+规费+企业管理费+利润) ×(1+11%)

各项费用均以不含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价格（费率）进行计算。

国家税务总局及相关部委再发营改增操作文件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2583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2156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18402/content.html
http://zizhan.mot.gov.cn/zfxxgk/bnssj/glj/201604/t20160429_20212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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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于2016年4月30日同日发布了5份营改增相关公告，对
纳税人在上海市跨区（县）提供建筑服务、转让不动产、提供不动产经营性租赁
服务以及个人出租不动产代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纳税人跨区（县）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
收管理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3
号）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本市建筑业营改增试点若干事项的公告》 （上海
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4号）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纳税人跨区（县）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
管理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5号）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纳税人跨区（县）提供不动产经营性租赁
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公
告2016年第6号）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发布〈个人出租不动产代开增值税发票管理办法
（试行）〉的公告》（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7号）

* 此前，为配套36号文的实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了多份文
件。有关各文件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
三期、第十四期、第十五期及第十六期了解详情。

** 毕马威已于36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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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604/t20160430_424007.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604/t20160430_424009.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604/t20160430_424007.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604/t20160430_424009.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604/t20160430_424007.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604/t20160430_424008.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604/t20160430_424009.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604/t20160430_424010.html
http://www.tax.sh.gov.cn/pub/xxgk/zcfg/zzs/201604/t20160430_424011.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3.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4.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5.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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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发[2016]7号
发文日期：2016年4月29日
执行日期：2016年4月29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涉及外汇业务的
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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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汇发[2016]7号文，对促进外汇管理便利
化和完善真实性审核提出了四大方面9项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主要内容如
下：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
利化完善真实性审核的通知》

简化A类企业
货物贸易外
汇收入管理

•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等级为A类的企业贸易外汇收入（不
含退汇业务及离岸转手买卖业务）暂不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
账户，可直接进入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或结汇。

统一中、外
资企业外债
结汇管理政
策

• 中资非金融企业借用的外债资金可以按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外
债管理规定结汇使用。（根据《外债登记管理办法》（汇发
[2013]19号），原规定为：外商投资企业借用的外债资金可
以结汇使用，除另有规定外，境内金融机构和中资非金融企
业借用的外债不得结汇使用。）

规范直接投
资外汇利润
汇出管理

• 银行为境内机构办理等值5万美元以上（不含）利润汇出，
应按真实交易原则审核与本次利润汇出相关的董事会利润分
配决议（或合伙人利润分配决议）、税务备案表原件及证明
本次利润情况的财务报表。

• 每笔利润汇出后，银行应在相关税务备案表原件上加章签注
该笔利润实际汇出金额及汇出日期。

规范货物贸
易风险提示
函管理措施

• 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可对资金流与货
物流严重不匹配或资金单向流动较大的企业发送风险提示函，
要求其在10个工作日内说明情况。

• 企业未及时说明情况或不能提供证明材料并做出合理解释的，
外汇局可依据相关规定，将其列为B类企业，实施严格监管。

• 此类企业列入B类后，符合相关指标连续3个月正常等条件的，
外汇局可将其恢复为A类。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hfg/qt/node_zcfg_qt_store/3f9f52004c93e6ab9ab8bf208dd2212f/
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ut/p/c5/hc1BDoIwFATQs3iCDlhLWbZF21pFCBGRDenCEBIBF8bzW-Ja_bN8mfmkJSGTfw29fw7z5O-kIS3rKFBxGQnobUZhizKVZpdGsEnwK-uUFoYmB4BTDVgqT7lRZfD1n_Zl-cc6ozJ1dDoCdzWHtZtK7c8ujl3y8V_7i-PLCZDczOONPMYGQ9Gv3qmCsZM!/dl3/d3/L2dJQSEvUUt3QS9ZQnZ3LzZfSENEQ01LRzEwODRJQzBJSUpRRUpKSDEySTI!/?WCM_GLOBAL_CONTEXT=/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jwtzwhgl/node_zcfg_zbxm_kjzwzw_store/6cf4e7004f78fa898d32dfaab946b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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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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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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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中曾提到，国家税务总局
将通过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税收征管论坛（FTA）大会，进一步推动BEPS、自动情
报交换等G20税改项目的实施。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近日发布的新闻，2016年4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媒
体吹风会，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王晓悦向媒体记者们介绍了第10届FTA大
会的背景、主要议题等有关情况。
王晓悦介绍，第10届FTA大会由中国承办，将于2016年5月11日至13日在北京举
行。经中央批准，该大会已列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支持性配
套活动。本次大会共有四项议题：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项目成果的实
施；国际税收征管合作和情报交换；税收征管及FTA未来工作展望；税收征管能
力建设。

此外，王晓悦还介绍了我国税务部门参与FTA项目研究情况：

• 作为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第十工作组副主席、OECD自动信息交换小组和共
同传输系统技术小组的成员，积极参与相关工作；

• 派驻指定联络人参与国际联合反避税信息交换与协作网络相关工作，跟踪参
与双边信息交换及多边项目等工作；

• 参与大企业项目中《税收内部控制框架》研究，并参考项目成果编制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税收内部控制框架》，供国内大企业参考借鉴；

• 跟踪参与了高级分析项目相关工作，分享我国在税收分析方面的成效和经验。

第10届税收征管论坛（FTA）大会将于五月在
京举行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107604/content.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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