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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再迎利好，零售出口企业可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 

背景 

2018年9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关于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综 合 试 验 区 零 售 出 口 货 物 税 收 政 策 的 通 知 》 （ 财 税

[2018]103号，以下简称“财税103号文”），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以下简称“综试区”）内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企业（以下简称

“跨境电商企业”）出口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凡符合规定条件

的，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以下简称“无票免税”政策）。 

2019年10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

定要培育外贸新业态，增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配合“无票免税”政

策，尽快出台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企业

所得税核定征收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9年第36号，以下简

称“36号公告”)及其解读，明确综试区内的跨境电商企业在符合规定条

件下，试行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统一

按照4%确定。此外，综试区内实行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企业符合小型微

利企业优惠条件的，仍可享受相应所得税优惠政策，同时，其取得的收

入如属于所得税法规定的免税收入的，可按规定享受免税收入优惠政策。

新政策将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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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主要内容 

核定征收条件及方式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企业所得税可以试行采用应税所得

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统一按照4%执行。 

（一） 在综试区注册，并在注册地跨境电子商务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登记

出口货物日期、名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的； 

（二） 出口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地海关办理电子商务出口申报手续的；

（三） 出口货物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其增值税、消费税享受免税政策

的。

跨境电商企业应准确核算其收入总额。 

可同时享受的优惠政策 

综试区内实行核定征收的跨境电商企业，可以进一步享受以下两类优惠

政策： 

（一） 符合《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9]13号）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条件的，
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对于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需要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人民币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5,000万元这三个条件。

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0%，企业所得税按阶梯式进

行计算，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的部分、人民

币100万元到300万元的部分，分别减按25%、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即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分别降至5%、10%。

（二） 取得的收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的免税收入的，可享受相关免税收入优惠政策 

免税收入包括1)国债利息收入；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

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

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及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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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2018年9月财税103号文的出台，推出了综试区内的跨境电商企业出口的

增值税、消费税“无票免税”政策。然而，由于对于出口货物未取得有

效进货凭证，跨境电商企业仍然存在潜在的采购成本不得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的风险。 

36号公告明确了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可采取核定方式征收后，大幅

度降低了跨境电商企业面临的税务合规不确定性。此外，4%的应税所得

率，是现行法规下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的最低应税所得率，使得跨境电商

企业的税务合规成本也显著降低。 

随着财税103号文和36号公告的配套实施，跨境电商企业出口收入可享

受增值税、消费税免税待遇、企业所得税可核定征收并享受小型微利企

业所得税优惠。这些政策的发布，体现了国家对减轻跨境电商出口企业

税务负担、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发展的决心与力度。 

毕马威一直以来关注跨境电商行业的动态，在跨境电商行业及税务、海

关等专业领域有深入的洞察和丰富的经验。我们的专业服务包括如下方

面，以毕马威的专业服务帮助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 

• 跨境电商企业的设立协助

• 跨境电商企业的运营咨询和税收分析、筹划

• 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归类、审价、通关问题等专项协助

• 税务以及海关的合规性检查审阅及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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