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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新政策公布 

背景 

2017 年 11 月 8 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

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

40 号，以下简称“40 号公告”）和相关解读。在现行政策的基础上，

40 号公告就实际执行中遇到的研发费用归集范围的问题进行了完善和明

确，为税务机关和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主要内容 

对比现行政策，40 号公告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完善和明确： 

一、 费用口径 

1 人员人工费用 

较于之前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 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

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以下简称“119 号文”）

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以下简称“97号公告”），

40号公告适当拓宽了人员人工费用的范围，将以下两类费用明确纳入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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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 

根据 97 号公告的规定，外聘研发人员主要是指与企业直接签订劳务用

工协议（合同）和临时聘用的研究人员、技术人员、辅助人员，强调的

是需与企业直接签订协议，且并未直接对劳务派遣安排下企业所支付的

劳务费做出明确规定。在实操中，一般认为由接受劳务派遣企业直接支

付给员工个人的工资薪金方可以加计扣除。各地对于通过劳务派遣企业

支付给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是否可以加计扣除的处理执行不一。 

考虑到两种劳务派遣方式的不同点主要在于支付方式，并未改变企业劳

务派遣用工的实质，40 号公告明确将“接受劳务派遣的企业按照协议

（合同）约定支付给劳务派遣企业，且由劳务派遣企业实际支付给外聘

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等费用”纳入“外聘研发人员劳务费”，可以加计

扣除。 

股权激励 

由于股权激励的特殊性，对其是否可以计入可加计扣除的工资薪金一直

存在争议。40号公告明确了，可以在税前扣除的股权激励支出属于可加

计扣除的费用。判断股权激励支出是否可以加计扣除，应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8 号）中列明的条件。 

2 加速折旧或缩短摊销年限 

根据 97 号公告，加速折旧应选择会计和税收口径孰小的金额加计扣除。

而 40 号公告对该计算方法进行了简化，企业按照税前扣除的折旧部分

计算加计扣除即可。 

3 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

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 

40号公告明确了，企业在新产品设计、新工艺规程制定、新药研制的临

床试验、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过程中发生的与开展该项活动有关的

各类费用均可计入加计扣除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这个类别的费

用的范围。 

4 其他相关费用 

鉴于各地对 119 号文列举的其他相关费用项目以外的费用是否能够加计

扣除执行不一，40 号公告也对该问题进行明确。在 119 号文列举的费

用基础上，40号公告明确了其他相关费用还包括职工福利费、补充养老

保险费和补充医疗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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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殊收入扣减 

40号公告主要针对跨年度的特殊收入的扣减处理。主要原则是，在以下

两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费用的发生和收入的取得不在同一纳税年度，则

在取得收入当年直接冲减或者扣减研发费用：（1）因销售研发活动直

接形成的产品而对应的材料费不得加计扣除，（2）研发过程中形成的

下脚料、残次品和中间试制品取得的收入扣减研发费用。 

三、 失败的研发活动 

明确失败的研发活动所发生的研发费用也可以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四、 委托研发 

40 号公告从以下方面对委托研发的规定进行明确： 

1 可加计扣除的委托研发费用是委托方实际支付给受托方的费用 

2 无论委托方是否享受加计扣除政策，受托方均不得加计扣除 

五、 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的分配 

40号公告在多处强调了企业需按照实际工时占比等合理方法在研发费用

和生产经营费用间分配，未分配的不得加计扣除。 

 

毕马威观察 

40号公告的公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国家税务总局深入了解企业诉求，

切实考虑当前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实际情况。新政策将有利于企业最大

化地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红利，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进一步利用研发提

升自身竞争力。 

同时，对于公告中所涉及的问题在实操中如何处理，各地税务主管部门

仍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企业应及时与主管税务部门沟通。毕马威也将持

续关注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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