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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扶持政策，共克抗疫难关 
背景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快速在全国蔓延。当前全国上下团结一

致抗击疫情。在中央坚定领导下，各级政府部门快速出台了一系列面向

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提供便利，最大程度降低

疫情的影响。 

我们梳理了现有可能涉及疫情防控的全国性税务政策以及近期国务院及

地方政府出台的保供和纾困扶持政策，并提出了纳税人可能比较关心的

待明确的有关税务问题，方便企业和个人针对性地运用。 

主要内容 

中央财税优惠政策 

一、纳税和海关申报期限 

• 2020 年 2 月的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 2 月 24 日，部分地区视疫情

情况可再适当延长。 

• 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依法申请进一步延期。 

• 2020 年 1 月申报的海关征税报关单可在 2 月 24 日前完成电子支

付，对于缴款期限届满日在 2 月 3 日至各地政府公布的复工日期

内的税款缴款书，可顺延至复工之日后 15 日内缴纳税款。 

二、提供疫情防治服务 

• 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 

• 运输防控重点物资和提供公共交通、生活服务、邮政快递收入免

征增值税。 

 

第九期  二零二零年二月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涉及疫情防控的中央

财税优惠政策 

• 国务院及地方政府出

台的保供和纾困扶持

政策 

• 期待进一步明确的疫

情防控相关税收问题 

 

 

 

 

 

 



 
© 2020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在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三、防疫物资进口 

• 企事业单位、个人无偿捐赠的用于防控疫情的进口物资可免征进

口环节税收。符合条件的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 

• 海关对合法进境的专门用于防控疫情治疗的物资，实行通关“零

延时”。特殊情况可先登记放行，再补办相关手续。属于疫情捐

赠物资的，补办减免税手续。 

四、防疫物资捐赠 

• 企业用于防控疫情的捐赠支出，符合条件的，不超过年度利润总

额 12%的部分可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可结转以后

三年扣除。 

• 企业为防控疫情提供的无偿公益服务，不征收增值税。 

• 个人用于防控疫情进行的捐赠，符合条件的，不超过应纳税所得

额 30%的部分可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 

• 符合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取得的捐赠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五、防控疫情支出 

• 企业为防控疫情实际发生的各项合理支出，以及受疫情影响发生

的各项资产损失，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 企业如受疫情影响出现亏损，可在 5 年内弥补，属于高新技术企

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可在 10 年内弥补。 

六、收到疫情防控有关政府补助或专项资金 

• 企业因防控疫情取得的政府补助或专项资金，符合条件的，不征

收企业所得税。 

七、防疫研发支出 

• 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允许税前一次性扣除，

全额退还这期间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 企业用于防控疫情的研发支出，可按实际发生额的 75%在企业所

得税前加计扣除，或按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 对符合条件的内资研发机构和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备全额

退还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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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 年应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的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际

企业所得税税负可下降至 5%到 8.4%。 

• 西部地区鼓励类行业企业，符合西部大开发条件的，可减按 15%

税率申报企业所得税。 

• 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可减按 15%税率申报企业所得税。 

九、疫情防控期间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 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发生重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

大影响的，可依法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 

支持保供政策和各地出台纾困扶持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突出保障重点地区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运输。对

相关防疫药品和医疗器械免收注册费，加大对药品和疫苗研发的支持；

免征民航企业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支持银行向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

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包括小微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

款，由财政再给予一半的贴息，确保企业贷款利率低于1.6%。 

此外，截止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山东、江苏、浙江、

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市已发布应对疫情、惠及企业的专项扶持政策。

我们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省份和城市出台类似政策。我们将各地具有代

表性的扶持政策梳理如下： 

主要方向 主要内容 

加大金融支持 • 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确保小微企业信贷余

额不下降 

• 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提供贷款贴息，降低担保费率 

• 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全力满足防疫相关的合理融资需求 

• 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 

减轻企业负担 • 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可依法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费减免 

• “定期定额”征收的个体工商户可合理下调定额，或简化停业手续 

• 缓缴社会保险费，且不因延期缴纳产生滞纳金或影响个人权益记录 

• 缓缴住房公积金，困难企业可申请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 

• 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企业减免部分租金，鼓励租赁企业对中小微租

户适度减免租金，并对实行减租的租赁企业提供补贴 

• 对企业受疫情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出现的失信行为，采取便利信用修复流

程，帮助企业重塑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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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企业队伍 • 鼓励企业与职工协商采取调整薪酬（生活费）、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待岗

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 

• 对不裁员、少裁员的社保参保企业，核定后给与补贴 

• 鼓励企业在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各类线上职业培训，并给予补贴 

鼓励生产研发 • 支持企业积极防控疫情、发展生产。对有效应对疫情实现平稳发展做出贡献

的企业给予专项支持 

• 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治工作，协同攻

关。对取得重大突破的给予奖励 

优化政务服务 • 对新落地生产防控疫情所需物资的项目加快审批，优先配置资源 

• 建立防疫物资进口、采购、运输绿色通道 

• 对疫情防控物资进口和境外捐赠资金等事项简化外汇办理手续 

以上政策来自截至2020年2月5日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

总署、地方政府、各级税务机关等发布的公开信息，企业可结合所在地

区的具体政策并根据自身情况判断是否适用。 

期待进一步明确的疫情防控相关税收问题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事发突然，我们看到众多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以极高的热情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在和一些企业持续紧密沟通，共同应对

疫情挑战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疫情防控事项涉及的税收问题不尽明

确，广大纳税人翘首企盼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纾困税收扶持政策，例如： 

• 企业将自产或外购物资捐赠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属于公益事业，

是否可以不按视同销售处理？捐赠自产产品用于抗疫是否可以享受增

值税免税？ 

• 疫情防控物资可否加入增值税免税范围？ 

• 企业捐赠防疫物资是否可以全额税前扣除？可否增加指定医院作为受

捐对象、对指定受捐对象的直接捐赠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个人捐赠

防疫物资可否扩大税前扣除比例？ 

• 对于暂未取得发票的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采购支出，我们注意

到一些省级税务机关已经出台政策明确个人可以暂时凭公益捐赠银行

支付凭证扣除并在捐赠之日起 90 天内向扣缴义务人补充提供捐赠票据。

而对于企业，是否可以支付凭证作为新冠疫情期内未取得发票的防疫

物资等特殊物品采购支出的税前扣除凭证？ 

• 能否对符合资格的一线医护人员、科研机构人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减

免个人所得税，例如直接提高减除费用或者增加特殊专项附加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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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机关是否可以提前或加快 2019 年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工作，使更多

企业尽早更新纳税信用评级，以尽快享受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 

不同于“非典”疫情，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大。

我们期待税务机关能够持续推出针对特殊时期的税收优惠和纾困扶持政策，

以及疫情结束后能出台合理的行业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尽快恢复正常运营和

长期稳定发展。就广大企业和纳税人关心的税务问题，我们将陆续推出

“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常见税务问题系列问答”，提供我们的建议供大家

参考。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协助有关行业和企业就具体问题和相关政策部

门保持密切沟通，将为您及时传递、解读最新税收政策动态。 

毕马威将与您携手，共同抗击疫情。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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