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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的经济正在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部环境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
这一年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对内和对外投资格局的不断变化、与美国的
贸易问题、国内税法和征收管理方面的重大改革以及经济的持续快速数字
化。伴随着这些变化和趋势，中国的税收环境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其中，备受瞩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在今年 8 月获得通过并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中国已于今年 9 月正式启动了与
其他国家（地区）间基于“统一报告标准（CRS）”进行的税务信息交换。
新税法给中低收入人群带来利好的同时，也明确了新的税收居民规则、引
入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规则和 CRS 信息交换，这些都给高净值个人、
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及其雇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诸多不确定性。 
2018 年，中国政府继续支持“理性”、“有序”和“健康”的对外投资，
尤其是“一带一路”投资项目。而与此同时，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中国在支持对外投资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开放措施，以鼓励和吸
引外商直接投资，如：修改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将境外投资者
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优惠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非禁
止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域等等。这些都是在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以及进行
海外投资的中国跨国企业在其业务规划中需要考量的因素。
鉴于此，毕马威中国的税务专家们在《2019 中国税务前瞻》系列刊物中
将深入分析这些最新发展，引领您更好地理解不断演变的中国税收环境，
并分享我们对 2019 中国税务发展动向的见解。
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帮助您在 2019 年更好地应对这些影响深远的变革。

卢奕
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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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应特别关注的
中国税务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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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对管理专项附加
扣除的责任 

实现技术管理
个人所得税 

随着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将于 2019 年 1 月全面展开，企业正在寻
求实施技术解决方案，以帮助他们有效管理收集员工个人所得税扣
除信息的行政负担。此次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公民及其雇主计
算或代扣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基础。在以前中国公民通常按其总收入
纳税，而自 2019 年 1 月开始，他们会按扣除多种个人扣除项目之
后的净收入纳税。新税收居民测试方法的出台以及各种免税补贴享
受规则的修改，对在华外籍人士也造成了影响。

为了改善工薪阶层的生活，此次个税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与个人
生活支出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尽管实施指南的出发点是让个人所
得税纳税人对其申请扣除的准确性负责，但很显然，其雇主将在管
理专项附加扣除申请方面承担责任。这将大大增加雇主的行政负担，
因为他们需要对专项扣除申请进行核实并跟踪扣除限额。

更多信息请联系：
周波
毕马威中国个人服务合伙人
邮箱：michelle.b.zhou@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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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联系：
周波
毕马威中国个人服务合伙人
邮箱：michelle.b.zhou@kpmg.com

管理与员工之间的
沟通 

鉴于改革带来的重大变化，所有员工（包括本地员工和外籍员工）
必然会对个税方面的变更提出很多疑问。因此，公司必须提供适当
的培训，使其人力资源部门人员具备中国个税改革的相关知识，以
便处理疑问及管理他们的期望。公司还需要审视现行的人力资源政
策，确定个税改革将对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后，公司应对这些
政策和相应行政程序进行适度的调整，以确保合规性和最佳的员工
沟通。

一般反避税规则 
（GAAR）

个税改革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堵塞漏洞，保护税基的完整性。为此，
一般反避税规则被引入到个人所得税中。这赋予了税务机关对个人
涉及避税安排的交易和安排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利。通过使用最新的
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分析，中国税务机关现在已具备了充分的能力
发现不合规纳税人并采取行动。因此，雇主必须审查其薪酬报告流
程及现有的双重任职安排（如适用），检查其是否符合新个税规则
的要求，以便控制其被认定为不合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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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提高

2018 年，75% 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
以前仅适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到现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符合条件
的企业（其中大多数适用 50% 的加计扣除比例）都可适用。 虽然
此举受到欢迎，但由于税务机关已经加强了后续检查，纳税人应注
意确保完全符合资格标准并保留必要的文档。

委托境外研发费用的企
业所得税加计扣除

在 2018 年，该规则也发生了变化。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委托
境外服务供应商进行研发活动所支付的研发费用，现在可就其 80%
的部分享受加计扣除。因中国缺乏技术能力或专门知识而委托境外
进行研发活动的公司可受益于这一变化，但应审查其现有安排。

延长亏损结转年限 

2018 年，明确了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之前 5 个年
度内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可再多结转 5 年的政策规定。发
生在纳税人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之前的亏损也可结
转。因此，科技型企业现在可以享受较长的亏损结转年限（标准年
限为 5 年，现在为 10 年），从而可以鼓励他们在有需要时做出先
期投资。

更多信息请联系：
杨彬
毕马威中国研发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邮箱：bin.ya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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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随着国家税务总局（“国税总局”）监管下的大企业名单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拥有多部门业务和跨境活动的大型集团将受到税务机关
更严格的财务和税务信息的监控。这是所有大型集团提高其合规有
效性和内部税务管理职能效率的关键时刻。同时，也是一个部署高
科技系统以识别、评估和控制税务风险的最佳时机。

价值链管理 

随着众多中国企业将业务扩展至其产业价值链的上层和下层，它们
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税务合规问题，但同时也开辟了进行有效税收
筹划的机会。无论是针对投融资结构、内部现金流量管理需求，还
是针对经营需要做出的税收筹划，都需要反映企业的目标和经营实
质以降低税务风险。

更多信息请联系：
张希瑜
毕马威中国税务风险管理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 
邮箱：tracy.h.zha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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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问题及中国
的应对 

自 2018 年初以来，美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出口至美国货
物的关税措施。作为应对措施，中国也已对原产自美国的进口货物
实施了相近规模和强度的关税措施。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陆续针对
包括医药类产品、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日用消费品及建筑纺织类产
品在内多个批次的进口货物颁布了关税下调的政策，预计在 2019
年，平均关税税率将由去年的 9.8% 降至 7.5%。与此同时，中国出
口货物的增值税退税率稳步提高，以支持中国出口货物面对关税的
增加。关税措施对两国的进出口企业产生了潜在的巨大影响，特别
是如果美国按照计划在 2019 年初实施进一步提高关税。企业需要
审查其合规风险，并在贸易问题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对其贸易和供
应链安排进行战略性规划。                                              

海关预裁定制度 

2018 年，中国海关推出了一项事先裁定的制度，该制度使海关查验、
审查和估价程序避免了进口后争议的发生，并且实现了更有针对性
和明确界定的行政程序及通关效率的提高。企业应考量如何最好地
利用此新制度。

更多信息请联系：
周重山
毕马威中国贸易与关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邮箱：ec.zhou@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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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前重组指南 

良好的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上市过
程可能非常耗时且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更严格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审查和风险导向的税收征管背景下，以合规和有效的方式
进行 IPO 前重组对于 IPO 的成功至关重要。中国已经出台了各种关
于在岸和离岸公司重组的税收规则，这些都是 IPO 前的普遍要求。
这些规则提供了一些优惠的税收待遇，如 59 号文的特殊重组递延
纳税、7 号公告间接转让的“安全港”规则等。但是，由于各地税
务机关对税收规则的解读和适用可能不一致，因此企业通过周密的
税收筹划、分析和磋商，早期识别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及实践中的
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跨境非贸易费用（如
服务费、股息、特许
权使用费等）

中国税务机关一直在利用大数据分析和风险管理驱动的税收管理方
式，加强对非贸易费用相关合同的事后调查。与此同时，2018 年发
布的 9 号公告全面更新了为享受协定待遇认定“受益所有人”的税
收政策指引。其中，对股息享受协定待遇作出了两项重要突破，即
扩大了“安全港”规则，以及在多层持股架构下引入新的“看穿”
规则。这些有助于境外股东取得的股息享受协定待遇，但需要纳税
人对其享受资格进行审查。

更多信息请联系：
邢果欣
毕马威中国国际税收服务主管合伙人
邮箱：christopher.xing@kpmg.com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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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应特别关注的
中国税务问题有：

7

转让定价合规新方法 

为加强对转让定价风险和合规管理的监督，2018 年 4 月引入了一
项利润水平监控机制，涵盖大型跨国公司和关联交易较为复杂的纳
税人。该机制构建起一项风险评估框架，包括广泛的信息收集。其
由江苏省税务局率先推出，预计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受其影响的
纳税人应确保在将来能满足税务机关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提供高
质量数据，以支持自身的转让定价安排。由于利润监控机制也鼓励
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开展长期沟通，纳税人也应该思考管理这种沟通
的策略。

相互协商程序（MAP）
和预约定价安排（APA）

2018 年，国税总局加大力量解决未决的 MAP 案件，且在中国和其
他国家主管当局会议上继续推进未决的 APA 案件。2016 年发布的
64 号公告完善了预约定价安排程序，有助于推进 APA 项目签署。
国税总局所采取方法的日渐公开以及监管程序的改进，为纳税人提
供了向国税总局寻求帮助的机会，以此避免双重征税并增强其转让
定价安排的确定性。

更多信息请联系：
王晓悦
毕马威中国转让定价服务主管合伙人
邮箱：xiaoyue.wa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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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间接转让中国应税
财产 

 离岸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计税基础的计算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各地区税务机关对此的确定口径也不一致。在某些情况下，中
国地方税务局允许在确定处置者资本利得时扣除购买境外公司的全
部收购成本。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只有被间接转让中国公司的注
册资本才能扣除。境外投资者通过购买境外公司投资中国的，必须
确保卖方按照 7 号公告报告交易并缴纳相应税款。或者，他们需要
保留向中国税务机关报告相关交易的权利，并且要求卖方因未能正
确缴纳税款对其所造成的任何预提所得税相关损失进行赔偿。

中国境内股息再投资的
预提所得税递延政策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 88 号文规定，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
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的，实行递延纳税政
策，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2018 年 9 月，88 号文被 102 号文所取代，
将此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从仅适用于鼓励类项目扩大至所有非禁止
外商投资的项目和领域。境外投资者，特别是跨国企业应关注这些
规则将如何执行。

更多信息请联系：
黄伟光
毕马威中国并购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邮箱：michael.wo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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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需为不断提高的
税收遵从义务做好准备 

新的中国电子商务法（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中有一项规定，要
求所有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向税务机关报告平台内经营者的活动。虽
然这一规定很可能在新的税收征管法（目前仍在起草，预计于 2019
年完成）最终确定后得以实施，但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显著增加
平台的税收遵从义务。这种发展也符合国际趋势，在这种趋势下，
更多国家倾向于将线上商家的部分税务报告（甚至代扣代缴税款）
义务转移给平台，以方便税收征收管理。因此，无论电商平台是仅
在中国国内开展业务，还是已经或即将把业务拓展至国际市场，都
必须在相关方面做好准备，无论是在平台的 IT 基础设施方面，还是
商家信息收集以及政策和程序管理方面，这些准备从长远来看至关
重要。

增值税立法 

继 2016 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成功实施之后，预计政府将在
2019 年（可能到 2020 年）开始正式的增值税立法进程。一个关键
问题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个机会对其增值税体系进行改革，
其中可能包括为确保中国增值税体系与经合组织原则更加一致而进
行的修订。

更多信息请联系：
Lachlan Wolfers
毕马威中国间接税服务主管合伙人
邮箱：lachlan.wolfers@kpmg.com

更多信息请联系：
梁新彦
毕马威中国信息技术、媒体和电信业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邮箱：sunny.leu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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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陆续推出本系列刊物
的所有文章，敬请期待：

《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向前迈出了巨大一步》

《为质的飞跃做准备——中国为发展创新加强税收激励》

《大数据时代下的中国税务管理》

《美国重塑全球竞争力——美国税改对中国的影响》

《风暴中心，砥砺前行——中国在贸易紧张时期的表现和应对》

《双刃剑——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征程上的税务机遇与挑战》

《中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税务的机遇与挑战》

《走向成熟——BEPS 助力中国国际税收的发展》

《数据在手，剑指何方？——中国转让定价全新的挑战与机遇》

《弦如旧，曲尤新——中国并购重组长期面临的税务挑战及其新发展》

《天方夜谈？——让税收与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齐头并进》

《推进中国税务数字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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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全国

卢奕
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T: +86 (21) 2212 3421
E: lewis.lu@kpmg.com

北方区 华东及华西区

彭晓峰
北方区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T: +86 (10) 8508 7516 
E: vincent.pang@kpmg.com

周咏雄
华东及华西区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T: +86 (21) 2212 3206
E: anthony.chau@kpmg.com

华南区 香港

李一源
华南区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T: +86 (20) 3813 8999
E: lilly.li@kpmg.com

伍耀辉
香港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T: +852 2143 8709
E: curtis.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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