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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医药、饮料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优惠获延续 
 
 

背景 

2017 年 5 月 31 日，财政部网站正式发布了期盼已久的《关于广告费和

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41 号，以下简称

“41 号文”），明确化妆品制造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企业的相关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以下简称“广宣费”）税前扣除优惠政策得以延

续。 

此前，化妆品制造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企业自 2011 年起享受的

广宣费双倍税前扣除优惠政策以及关联企业间广宣费的分摊扣除政策

（财税[2012]48号），已于 2015 年底执行到期。自2016纳税年度起，

相关优惠能否继续享受一直悬而未决。新发布的 41 号文，赶在 2016 企

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期结束之前，明确了上述优惠政策可自 2016 纳

税年度起继续执行 5 个纳税年度，为纳税人所欢迎。 

主要内容 

41 号文明确，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有关广

宣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如下： 

• 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

发生的广宣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准

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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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签订广宣费分摊协议（以下简称“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其

中一方发生的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税前扣除限额比例内的

广宣费支出可以在本企业扣除，也可以将其中的部分或全部按照分

摊协议归集至另一方扣除。另一方在计算本企业广宣费支出企业所

得税税前扣除限额时，可将按照上述办法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宣费不

计算在内。 

• 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宣费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毕马威观察 

41 号文延续了原政策的所有内容，并未做任何修改或增减，仅将政策的

执行期限再度延续了 5 个纳税年度。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一般企业发生的广宣费支出，不超

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

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考虑到化妆品、医药和饮料行业的广告和业务宣

传的实际需求，41 号文延续了对这三大行业企业给予广宣费双倍税前扣

除的优惠。 

同时，41 号文也延续了关联企业之间可根据签订的广宣费分摊协议分摊

扣除广宣费的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明确规定，在一方发生的不

超过当年税前扣除限额比例的部分，才可以分摊至另一方扣除，而在这

种情况下归集至另一方的部分也不占用其自身的扣除限额。因而，签订

分摊协议的双方总体的扣除限额并未因分摊而发生变化，并且协议各方

的扣除限额也不因费用的分摊而转移。 

另外，由于政策发布得较晚，如果有部分企业已经完成 2016 年度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而未享受相关优惠，则应在做出专项申报或说明后，对

相关支出在 2016 年度进行追补扣除，并在以后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

中抵扣或申请退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第 15 号）的规定，

“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

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追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 5 年。企业由于

上述原因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以在追补确认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款中抵扣，不足抵扣的，可以向以后年度递延抵扣或申请退税。” 

对已完成 2016 年度汇算清缴而未享受相关优惠的企业，建议尽快向其

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专项申报或情况说明，对其 2016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进行调整或补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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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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