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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与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13 年 7 月联合发布 40 号公告，就部分对外
支付项目的管理程序进行简化。
将从 201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 40 号公告废止了现行规定中，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下
等值 3 万美元以上的对外支付应提交完税证明的管理要求。取而代之的是一项新的税
务备案规定，即此类项目下对外支付等值 5 万美元以上的境内机构和个人，需要向主
管国税机关填报《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表》（以下简称“《税务备案
表》”）并提交有关交易资料。完成备案手续后，支付人再持《税务备案表》向银行办
理付汇手续。
会同 40 号公告，国家外汇管理局于 2013 年 7 月亦颁布了汇发[2013]30 号文件（以
下简称“30 号文”），从外汇管理角度对服务贸易及其他项目下的付汇审核规定作了对
应的简化，同样取消了支付人需要向银行提供完税证明的管理要求。
背景
根据现行的规定（即汇发[2008]64 号及其他相关文件），在服务贸易等项目下拟对外
支付等值 3 万美元以上的境内机构或个人，在支付之前应向主管国税和地税机关申请
开具完税证明。在办理对外付汇时，支付人必须向银行提供该完税证明才能进行对外
支付。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取得完税证明未必会十分顺利，尤其当支付人同主管国税和地税
机关在对外支付款项的税务处理上难以达成一致时。由此常常出现因无法成功完成对
外支付而导致资金受困于国内的现象。
40 号公告和 30 号文的发布实质上废除了税务机关必须在对外支付前，即对服务贸易
等项目下等值 3 万美元以上的支付款项作出纳税审核意见的规定。税务备案要求的引
入和监管金额门槛的提高（即从 3 万美元提高至 5 万美元）简化了针对该类支付的管
理程序。
40 号公告的要点
1． 需要进行税务备案的对外支付种类—— 大致上与在当前法规下要求提供完税证明
的情况类似（请参考附录 1）。无需进行税务备案的对外支付种类大致上也和在
当前法规下无需提供完税证明的情况类似。
2． 备案的主管税务机关——根据新的规定，备案人仅需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税务备
案，即无需同时向主管地税机关备案。这与现行规定下支付人须分别向主管国税
与地税机关申请办理完税证明的要求不同。主管国税机关须在《税务备案表》上
盖章，一份当场退还备案人，另一份传递给备案人主管地税机关。完成备案程序
后，备案人应向银行提交盖章的《税务备案表》以办理付汇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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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备案提交资料—— 备案人需向主管国税机关提供《税务备案表》（一式三份）以及相关交易文件资料的复印件（如加
盖公章的合同或协议等）。交易文件资料的提交要求与现行规定类似。
4． 多次对外支付—— 同一笔合同需要多次对外支付的，备案人需在每次付汇前办理税务备案手续，但只需在首次付汇备
案时提交合同（协议）或相关交易凭证复印件。在现行规定下，同一笔合同涉及多次对外支付的，支付人需就每笔等
值 3 万美元以上的对外支付办理完税证明，已经提交过的交易资料也可无需重复提交。
5． 审查时间—— 在新的规定下，主管国税机关或地税机关应自收到《税务备案表》及相关交易凭证后 15 个工作日内，
对相关税务事项进行审查，税务机关有权要求备案人进一步提供所需的相关资料。审查的内容包括：
•
•
•

备案信息与实际支付项目是否一致
对外支付项目是否已按照规定缴纳各项税款
申请享受减免税待遇的，是否符合相关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协定（安排）的规定。

上述规定似乎并不要求主管国税或地税机关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相关税务处理做出决定。
6． 施行日期——40 号公告和 30 号文将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外付汇不再需要完税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备案人可以豁免于目前相关税务法律法规下的诸如税务
登记、申报纳税、源泉扣缴和资料备案（如有）等常规涉税义务。未及时履行上述义务的，主管税务机关仍有权追缴未缴
税款并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实施处罚。
40 号公告的新规主要体现为对外支付管理程序上的简化，从而有助于国内企业及时完成对外付汇；但新规并没有免除纳税
人及扣缴义务人的相关义务。该公告同时也鼓励主管税务机关在备案人完成税务备案后加强在税务相关事项上的审查。
附录 1
40 号公告中规定的应进行税务备案的对外支付种类涵盖了境外机构或个人从中国取得的大部分非货物贸易项下的收入，例
如：
•

•
•
•
•
•
•
•

服务贸易收入
– 运输
– 旅游
– 通信
– 建筑安装及劳务承包
– 保险服务
– 金融服务
–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 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
– 体育文化和娱乐服务
– 其他商业服务
– 政府服务
个人工作报酬
股息、红利、利润
直接债务利息
担保费
融资租赁租金
不动产转让收入
股权转让收入

外国投资者以境内直接投资合法所得在境内再投资单笔 5 万美元（或等值 5 万美元）以上，即便无需对外支付，同样应按
照 40 号公告的要求进行税务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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