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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照后证”，进一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作者：金文玉、林芳璐) 3 

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工商总局”）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下发《关于严格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严4 

格执行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65 号）（“《通知》”），同时公布了法律5 

明确和国务院决定保留的 39 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和 34 项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6 

批事项目录。  7 

根据《通知》要求，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改为后置审批的事项，一律不再作为登8 

记前置条件，办理工商登记时，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相关审批部门的许可文件、证件。企业办理工9 

商登记后取得相关许可文件、证件的，应当在取得相关许可文件、证件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自行在10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通知》同时明确了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许可目录管理，企11 

业设立后变更登记､终止或解散涉及目录规定事项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规定，12 

经相关审批部门批准后办理变更､注销｡ 13 

对于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执行的工商登记前置、后置审批事项以及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14 

记前置审批事项与法律规定和国务院决定不一致的，应当报请省级人民政府予以调整｡如部分地区确15 

需减少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或将部分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或在该地区停止实施相关行16 

政审批事项的，应及时向省级人民政府报告，按照法定程序经有权机关批准或者取得授权，故部分17 

地区可能存在当地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和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与工商总局公示18 

目录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但应根据前述规定，事先取得相应政府部门批准或授权。 19 

国家工商总局将实施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的动态管理｡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20 

定新增前置审批事项､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将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的，国家工商总局将动态调21 

整目录，并予公布｡ 22 

根据本次公布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目前值得关注的仍保留前置审批的工商登记事项23 

有： 24 

(1)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需商务部、国务院授权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审批； 25 

(2) 设立经营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需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26 

(3) 设立出版单位以及设立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 27 

(4) 设立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以及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28 

活动的企业，需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29 

(5)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以及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设立、非银30 

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设立，需银监会审批。 31 

此外，快递业务经营许可、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典当行及其分支机构设立、烟草专卖批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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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许可等项目仍根据其目前的审批规定，取得相关部门前置批准后方可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33 

根据本次同时公布的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指导目录，目前值得关注的仍保留34 

前置审批的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事项有： 35 

(1)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变更许可，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批； 36 

(2) 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和变更，需商务部、工商总局、公安部审批； 37 

(3) 出版单位变更名称、主办单位或其他主管机关、业务范围、资本结构、合并或者分立、设立38 

分支机构，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批； 39 

(4) 音像制作单位、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需省级40 

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41 

(5) 外资银行变更注册资本或营运资金、变更机构名称、营业场所或办公场所、调整业务范围、42 

变更股东或调整股东持股比例、修改章程等，需银监会审批； 43 

(6)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变更、终止及业务范围变更，需银监会44 

审批。 45 

此外，融资性担保机构变更、个人征信机构变更以及证券、保险、期货公司的变更等，涉及工46 

商登记事项的，应取得相关部门前置批准后持审批文件办理变更、注销登记。 47 

自 2014 年起，以注册资本实行认缴登记制、注册资金最低限额取消等措施为代表，我国公司/48 

企业登记制度各方面改革全面实施。本次《通知》的发布，是对国务院关于清理和压缩工商登记现49 

有前置审批事项、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进一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实践。工商设立、变更50 

登记前置审批项目的缩减将降低企业设立成本，也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效能的51 

最大化。 52 

 53 

 54 

2、 企业并购重组所得税优惠政策执行口径进一步明确 (作者：薛冰) 55 

2015 年 5 月，国家税务总局（下称“税务总局”）先后发布了《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56 

税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33 号，下称“33 号公告”）和《关于资产（股57 

权）划转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0 号，下称“40 号公告”），对58 

并购重组涉及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问题予以进一步的明确。 59 

1) 两份公告的发布背景 60 

为支持企业并购重组，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于 2014 年底曾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61 

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 号，下称“109 号通知”）和《关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企62 

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16 号，下称“116 号通知”）。 63 

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企业和税务机关均发现 109 号通知所提及的股权或资产划转以及 116 号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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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规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涉及的企业所得税征管问题亟待明确执行口径。 65 

2) 33 号公告对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收征管问题予以明确 66 

33 号公告对 116 号通知所规定的非货币资产投资作出了下述明确： 67 

 116 号通知的规定 33 号公告进一步明确 

适用企业类型 居民企业 限于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 

分期纳税时限 不超过五年期限 自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年度起不

超过连续五个纳税年度 

收入确认时点 投资协议生效并办理股权

登记手续时确认收入 

关联企业：投资协议生效后 12 个月内尚

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于投资协议

生效时确认收入 

多项优惠政策的选择

适用 

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

的，也可选择按特殊性税务

处理规定执行 

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可由企业选

择其中一项政策执行，且一经选择，不得

改变 

3) 40 号公告对股权/资产划转的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进一步明确 68 

109 号通知曾对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集团内部的股权、资产划转引入了一项特殊性税务处理政69 

策。自《企业所得税法》于 2008 年生效后，企业所得税征管文件鲜有使用划转这一概念，企业和税70 

务机关对划转如何界定出现了普遍疑问。 71 

40 号公告对集团内部按照账面净值进行的股权或资产划转交易涉及的特殊性税务处理安排进一72 

步作出了明确： 73 

适用情形 税收政策 

100% 直 接 控

制的母子公司

之间 

母公司向子公司划转

其持有的股权或资

产 ,母公司获得子公

司 100%的股权支付 

 母公司获得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划转股权或

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子公司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

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子公司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被划转资产的原

计税基础计算折旧扣除或摊销 

母公司向子公司划转

其持有的股权或资

产，母公司没有获得

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

付 

 子公司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

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子公司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被划转资产的原

计税基础计算折旧扣除或摊销 

子公司向母公司划转

其持有的股权或资

产，子公司没有获得

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

付 

 母公司应按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相

应调减持有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 

 母公司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

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母公司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被划转资产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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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情形 税收政策 

计税基础计算折旧扣除或摊销 

受同一或相同

多 家 母 公 司

100% 直 接 控

制的子公司之

间  

在母公司主导下，一

家子公司向另一家子

公司划转其持有的股

权或资产，划出方没

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

股权支付 

 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

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 

 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被划转资产

的原计税基础计算折旧扣除或摊销 

企业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仍需遵守一项基本原则：自划转完成之日起，连续 12 个月内不得改变74 

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 7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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