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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优惠及时出台，共克抗疫难关 

背景 

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支持相关 企 业发

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月6日 晚间连 续出 台四

个文件，明确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疫情防控的有关税收优惠 和费 用减

免政策。这些文件包括“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9号和10

号”，以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20年第11号”。 

我们看到，毕马威在2月6日发布的第九期中国税务快讯《用好扶持 政策 ，

共克抗疫难关》中所呼吁的诸多纾困税收扶持政策，在此次出台 的 四个

文件中得到了及时的体现，对广大企业和纳税人是重大利好消息。 在此 ，

我们将这四个文件的主要政策内容进行简要总结如下。关于9号公 告和 10

号公告的涉及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和分析，可以参见我们第十三期 中 国税

务快讯《支持疫情防控，相关个人所得税政策出台》。 

主要内容 

1、 生产、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 生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 期成本

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相比 2019 年 12 月

底新增加的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由省级及以上发展改

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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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

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

告2020年第8号，以下简称

“8号公告”） 

•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

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

2020年第9号，以下简称“9

号公告”）

•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

告2020年第10号，以下简称

“10号公告”） 

•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免征部分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

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0年

第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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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纳税人取得的相关收入，免征增值税。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确定。 
 

2、 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 

 困难行业企业 2020 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

长至 8 年。 

 困难行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指旅行社、

游览景区管理）四大类。 

 困难行业企业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须占收入总额（剔除不

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 50%以上。 

• 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 生活 物

资快递收派服务 

 纳税人取得的相关收入，免征增值税。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和快递收派服务的具体范围按

财税〔2016〕36 号执行。 
 

3、 捐赠防疫物资 

• 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 家 机

关捐赠 

 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全额扣除。 

• 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 

 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

除。 

 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税前扣

除。 

• 捐赠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 

 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捐赠，

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

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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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放疫情防治、防控补助、奖金或实物 

• 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 

 按照各级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

个人所得税。 

• 参与疫情防控人员 

 对省级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

免征个人所得税。 

• 单位向个人发放用于预防病毒感染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 护 用

品 

 单位向个人发放的实物（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

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5、 注册防疫医疗器械和药品 

• 免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和药品注册费 

 对进入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程的相关防控产品，免征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费。 

 对进入药品特别审批程序、治疗和预防的相关药品，免征药

品注册费。 
 

6、 航空公司运营 

• 免征航空公司应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 

毕马威观察 

纳税人能否充分享受以上各项政策，既需要准确把握政策要点，还需关

注部分政策是否在操作层面有进一步的指引出台，例如： 

• 8号公告对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新增加了增量留抵退

税政策，且明确企业名单由各省级政府自行确定。与之前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政策相比，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没

有要求企业连续6个月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增量留抵税额不

低于50万、允许退还60%增量留抵税额等，对于相关企业近期因大

量采购基础生产物资产生进项税的情况下，将更便于企业及时申请

增量留抵税额退税，改善企业现金流。8号文也未对企业的信用等

级等其他一般条件提出要求，建议相关企业可对后续具体申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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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保持关注。由于8号公告与之前出台的留抵退税政策的差异，

实操中如何与之前的留抵退税政策衔接将成为企业和税务机关共同

考虑的问题，例如：企业在2019年10月已按39号公告申请过留抵

退税，如果2020年2月申请对1月进项留抵税额按8号公告申请退税，

那么对于企业2019年10月- 12月产生的进行留底税额后期是否还能

适用39号公告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8号公告对于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

值税。需要纳税人注意的是，由于免税政策仅限于运输疫情防控重

点物资取得的收入，纳税人需要注意留存相关资料证明运输的是国

家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范围，且收入与运输上述物资相

关。 

• 8号公告规定了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

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公共

交 通 运 输 服务、生活服务、 快递收派服务的范 围参考财税〔2016〕

36号的规定。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收入不在免税范围内，纳税人应注

意区分核算。例如，生活服务业企业同时提供线上平台信息服务和

线下服务，收入是否需要划分以及如何操作？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

物资快递收派服务的主体是否包括提供线上下单、送货到 家 服 务的

互联网平台公司？这些都是纳税人需要结合各自业务实际 和 税 务管

理能力来判断能否享受和充分享受税收优惠的关键。 

• 对于居民必需生活物资的范围，8号公告也暂未明确。如何区分核

算居民必需生活物资的快递收派服务和其他收派服务，建议提供快

递收派服务的纳税人关注后续相关政策。 

• 9号公告对于纳税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等国家机关，或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捐赠

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自产、委托加工或购入的

货物，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和附加税费。后期是否会进一步出台对

于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范围和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的名单，或是

在实操中是否可参考其他部委的相关规定，也是纳税人需关注的。 

• 对于上述增值税免税政策的收入，企业还应合理划分免税收入和其

他应收收入，对免税收入的相关采购对应的进项税作进项转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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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号公告明确了单位向个人发放用于预防病毒感染的药品 、 医 疗用

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 得 税 。但

是，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防护用品等是否能视为劳动保 护 用 品，

相关成本费用全额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还是作为职工福 利 费 ，在

工资薪金总额14%的限额内抵扣？这仍然是不明确事项。 增 值 税进

项的处理方面也期待得到明确，是能作为劳动保护用品采 购 从 而可

以进行抵扣，还是作为个人、集体消费从而需作进项转出？ 

我们将继续就抗击疫情有关的其他待明确税收政策和口径与相关 部 门保

持密切沟通，并为广大企业和纳税人及时传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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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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相关合伙人/总监

联系我们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
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全国及区域负责人

业务线负责人

行业、细分市场负责人

政策研究与税务培训

mailto:anthony.chau@kpmg.com
mailto:taxenquiry@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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