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扩大层级

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元旦小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33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55亿
元。这是游客在海南省三亚市南山文化旅游区游览。 新华社 图

连线

2018.1.3��星期三 编辑 刘永明 图编 言琼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苏亮A13 中国纵横

最高人民法院2日印
发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
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
挥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平
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
好法治环境。

通知强调， 要严格执
行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
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
预经济纠纷。 要坚持罪刑
法定原则， 对企业家在生
产、经营、融资活动中的创
新创业行为， 只要不违反
刑事法律的规定， 不得以
犯罪论处。 要严格非法经
营罪、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要件，防止随意扩大适用。
对于在合同签订、 履行过
程中产生的民事争议，如
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符
合犯罪构成的， 不得作为
刑事案件处理。

通知提出， 要严格区
分企业家违法所得和合法
财产，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为违法所得的， 不得判决追
缴或者责令退赔。 要严格区
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
人财产， 在处理企业犯罪时
不得牵连企业家个人合法财
产和家庭成员财产。

通知要求， 要依法保护
诚实守信企业家的合法权
益。 要妥善认定政府与企业
签订的合同效力， 对有关政
府违反承诺， 特别是仅因政
府换届、 领导人员更替等原
因违约、毁约的，依法支持企
业的合理诉求。

通知还要求， 要努力实
现企业家的胜诉权益， 切实
纠正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
件。 要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
的信用惩戒力度，同时，对已
经履行生效裁判文书义务或
者申请人滥用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 要及时恢复企业家
信用。 要进一步加大涉企业
家产权冤错案件的甄别纠正
工作力度，依法及时再审，尽
快纠正， 并及时启动国家赔
偿程序， 依法保障企业家的
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日对
外发布消息， 明确完善我国企业
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的新举
措， 从而有效降低企业境外所得
税收负担。

两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
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
题的通知》明确，在现行分国（地
区）别不分项抵免方法（分国抵免
法）的基础上，增加不分国（地区）
别不分项的综合抵免方法（综合

抵免法）， 并适当扩大抵免层级，
进一步促进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
相结合。

两部门在通知中赋予纳税人
选择权，对境外投资所得可自行选
择综合抵免法或分国抵免法，但一
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 同时，将
抵免层级由三层扩大至五层。

两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出台税收支持政策， 是继前不
久出台“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

直接投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
后又一税收新政策，旨在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对我
国居民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分回国内符合条件的境外所得提
供税收支持，更好为企业减负。

两部门明确，由于企业所得税实
行年度汇算清缴制度，2017年度的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在2018年5月底前
进行， 此次出台税收政策自2017年1
月1日起执行。 ■据新华社

随着市场逐渐回归价值
投资本源，2017年的A股市场
成为了典型的价值投资年，素
有“股票投资专家”美誉的景
顺长城基金再次迎来业绩大
爆发。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
统计的基金公司股票投资管
理能力排行榜显示，景顺长城
以旗下股票基金算术平均股
票 投 资 主 动 管 理 收 益 率
30.05%，在89家可比基金公司
中排名第4， 景顺长城旗20只
基金收益超过20%，11只基金
排名位居同类前10%。

■黄文成

最高法：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处理企业犯罪不得牵连个人合法财产

坚决防止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景顺长城基金多项
分类排名第一 今年债券市场震荡调整，

但部分债券投资能力强的基金
公司旗下产品仍然能够脱颖而
出， 如北信瑞丰稳定收益A/C
在波动市场中， 收益率远超同
类平均。业内人士认为，经过近
一年调整， 债券市场逐渐步入

底部价值区间， 当前投资者可
借助绩优债基进行低位布局。
据银河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12
月29日， 北信瑞丰旗下稳定收
益A/C类以4.83%、4.46%的收
益率，位列同类第三、第二的位
置。 ■黄文成

随着2017年最后一个交易
日结束， 基金年度业绩大战落
幕，景顺长城新兴成长基金、景
顺长城鼎益基金包揽偏股混合
型基金年度业绩冠亚军， 这是
景顺长城历史上第三次权益类
基金夺冠。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

中心数据显示， 景顺长城新兴成
长、 景顺长城鼎益基金分别以
56.28%和55.52%的2017年度回
报率，在342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中
排名第一和第二。上述两只基金均
由景顺长城研究总监刘彦春管理。

■黄文成

随着债券市场收益率整体
震荡上行达到近三年新高，相
关正面提振因素逐渐积聚，其
配置价值正逐渐显现。据悉，12
月27日正式发行的嘉实润泽量
化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基金，
主要投资于债券市场以求实现

稳健回报，采用“封闭管理+定
期开放”相结合的运作方式，以
降低流动性冲击， 同时结合打
新与主动量化选股等多种策略
增强收益， 可谓是为投资者量
身定制的理想投资品种。

■黄文成

近日，富国基金发布公告称，
于1月2日起发行富国国企改革灵
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发掘国企改
革战略布局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通过对国企改革政策以及受益行
业和公司的深入挖掘， 分享国改
成果。 该产品贯彻"自上而下"的

投资策略，其中股票资产占基金
资产的比例为0-95%， 仓位灵
活，可攻可守，尽早布局2018年
投资市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该
只基金拟由富国首席经济学家
袁宜亲自挂帅。

■黄文成 经济信息

富国国企改革灵活配置基金1月2日起发行

2017北信瑞丰稳定收益A/C夺得同类前三

嘉实润泽量化一年定开基金火热发售

景顺长城旗下两基金包揽年度冠亚军
基金资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深入推进检察改革的工作意见》，要求全国检
察机关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全面落实司法责
任制，健全检察监督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检察制度，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意见》强调，全国检察机关要统筹党的十八大、十
九大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准确把握当
前工作重点。一要全面落实《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
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打
造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检察官队伍。 二要全面
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
谁负责”。三要深化诉讼制度改革，在更高层次上实现
司法公正。四要全力配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探索
建立与监察委员会相适应的检察工作体制和机制。五
要推进改革成果法律化制度化， 推动加快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检察官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步伐。六要深入调
查研究，谋划好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思路和举措。

最高检推办案责任制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据财政部税政司有关负责人
说，2017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
明确提出制定三项税收支持政策
的要求，此项政策是其中一项，另
外两项政策， 财政部会同税务总
局、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已联合印
发文件，执行时间都是2017年1月
1日。

“实行综合抵免法，对同时在
多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可以统一计
算抵免限额， 有利于平衡境外不
同国家（地区）间的税负，增加企
业可抵免税额， 有效降低企业境
外所得总体税收负担。”国家税务
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说。

“一般来讲，抵免层级越多，
消除重复征税就越彻底， 但抵免

层级增多后， 纳税人计算更为复杂、
税务机关也会面临较大的征管压
力。”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
责人说，随着近年来企业核算水平的
提高和税务信息化建设的推进，纳税
人遵从度和税收管理水平也有一定
程度提高，实施统一的五层抵免可以
使抵免更加充分，在税收征管操作方
面也具备相应的基础。

解读 三项税收支持政策全部下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