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1年 6月 9日联合发布 50号通知对企业以促
销展业为目的向个人客户赠送礼品情况下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进
行了明确。50号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50号通知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作的讨论如下： 
 
1.    50号通知适用于何种类型的企业？ 
 
50号通知适用于以折扣折让、赠品、抽奖等方式向个人赠送现金、消费券、
物品、服务等礼品的企业和单位。企业和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 
 
2.    在何种情形下赠送礼品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企业在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向个人赠送礼品，属于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i. 企业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 

ii. 企业在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给予赠品，如通
信企业对个人购买手机赠话费、入网费，或者购话费赠手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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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个人按消费积分反馈礼品。 

 
3.    在何种情形下个人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并由赠送礼品的企业代扣代

缴？ 
 
企业向个人赠送礼品，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取得该项所得的个人应依法
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赠送礼品的企业代扣代缴： 
 

i. 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
品，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按照“其他所得”项目，全额适用 20%
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ii. 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
送礼品，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按照“其他所得”项目，全额适
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iii. 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外抽奖机会，个人的
获奖所得，按照“偶然所得”项目，全额适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
所得税。 

 
4.    应税的礼品的价值如何确定？ 
 
企业赠送的礼品是自产产品（服务）的，按该产品（服务）的市场销售价
格确定个人的应税所得；是外购商品（服务）的，按该商品（服务）的实
际购置价格确定个人的应税所得。 

 
毕马威观察 

 
由于企业通过向客户赠送礼品的方式进行促销的行为涉及大量有关纳税
合规、反洗钱、外汇管制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包括税务机关在内
的中国政府机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此类活动颇为关注。就税务方面而
言，50号通知的出台为相关的个人所得税问题提供了明晰的指引。看起
来 50号通知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如果所赠送的礼品被认为是
与目前或过去的某一项具体交易相关，则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例如：通过
折扣或折让的方式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在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同时给
予赠品以及按照积分反馈的礼品）；否则就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例如：
企业在业务宣传活动中和座谈会上赠送的礼品）。有意思的是，50号通
知规定个人需要就其通过抽奖获得的礼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实际上这些
礼品的获得是由于累积消费达到了一定额度，应该是和过去的交易活动相
关的。之所以针对抽奖的情形有例外的规定，可能是因为这种操作方式不
够透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个人所得税是个人的纳税义务，但相关的税
收成本其实最终是由企业来承担的。 
 
其实，个人所得税只是企业以向客户赠送礼品的方式开展促销活动时需要
考虑的众多税务问题之一。首先，根据增值税相关的规定，企业向客户赠
送礼品会被认定为视同销售的行为。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四条第八款的规定，企业将自产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给其他单位或者
个人，将被视同销售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赠送礼品的一方需就其视同销
售行为按照法定的税率缴纳增值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若不做视同销售
处理，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
目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不能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企业
都需要承担额外的增值税成本。另一方面，国税函[2010]56号文件重申了
先前颁布的国税发[1993]154号文件中的规定，即：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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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
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这样一来，如果经营上允许且具有经济实质，企业
可以对交易活动的架构进行整合以减少视同销售带来的影响。 
 
就企业所得税而言，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
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企业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赞助、广
告、样品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换一个
角度说，如果不做视同销售处理，相关礼品的成本在企业所得税前不得扣
除，因为这些成本不属于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中所说的“与取得收入直接
相关的支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企业最终均需承担与礼品相关的税收
成本。但是，根据国税函[2008]875号文件的规定，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
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
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这一规定为减少企业所得税
视同销售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筹划空间。 
 
但是，如果我们将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有关视同取得收入
（所得）的规定结合起来考虑，税务的影响将更为复杂。之所以会使问题
复杂化是因为在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中，促销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积分
系统、预付卡礼券等），很多交易活动可能涉及境内不同地区甚至会出现
跨境交易活动。商业活动在这一方面的发展速度比税务法规的发展速度快
得多。因此，不同地区对促销活动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问
题采用不同处理方式的现象时有发生。与此相关的地方性文件如内蒙古自
治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0年第 1号、冀国税函[2009]247号、川国税函
[2008]155号和穗国税发[2003]287号文件等，分别对当地有关交易的税务
处理进行了明确。企业的促销活动将越来越多地进入税务稽查部门的视
线。 
 
如果企业不能对赠送礼品这种促销方式进行适当的税收筹划，其中一种最
为严重的情况下企业将可能承担与礼品相关的主要税收成本。假设企业赠
送价值人民币 100元的礼品，相关的税收成本总计约为人民币 53元（即：
占到礼品价值的 53%），如下表所示： 
 
 
 
 
 
 
 
 
 
 
 
注释一：假设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可以扣除。 
 
综上所述，对企业而言，认真研究其促销模式并采取相关措施减少潜在风
险，显得愈加重要。毕马威中国近期将在全国不同城市举办一系列的研讨
会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关于活动的具体安排，我们将及时通知我们的客户。
如果您需要就此问题或毕马威的相关活动安排了解更多的信息，敬请与当
地毕马威办公室相关人士联系。 
 
 
 
 
 

 人民币 人民币 

视同销售应纳企业所得税 100 x 25%   25 

视同销售应纳增值税 100 x 17% 17  

视同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100 x 20% 20  

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之和 37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37 x 25% (注释一) (9) 28 

净税收成本总额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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