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7月27日联合发布财税
[2011]58号（以下简称“58号文件”），明确了西部地区企业可以享受
的企业所得税和进口税收方面的优惠待遇。58号文件传递的主要信息
即：财税[2001]202号（以下简称“202号文件”）及一系列后续文件中
的优惠政策基本上会继续执行。 
 
202号文件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已于2010年12月31日结束。58号文件
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其中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将执行至2020
年12月31日。 
 
我们将58号文件中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总结，如下表所示： 
 
 
 
 
 
 
 
 
 

 

中国快讯 
 

第二十八期  二零一一年八月 
 

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再延十年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1]58号，财政部、海
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 7月 27日发布，自 2011年
1月 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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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项目/ 企业类型 其他条件 期限 税收优惠 
关税 西部地区 (注释 1) 内资

鼓励类 (注释 2) 产业、外
商投资鼓励类(注释 2)产
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 

在投资总额内进口
的自用设备 

自 2011年 1月 1日起 免征关税 

企业所得税 西部地区 (注释 1) 的鼓
励类 (注释 2) 产业企业 

无 自 2011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减按 15%的税率
征收 

西部地区 (注释 1) 2010
年 12月 31日前新办的
交通、电力、水利、邮
政、广播电视企业 (注释
3) 

无 自 2011年 1月 1日起 “两免三减半”优
惠可以继续享受
到期满为止 

 
注释: 
 
1.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
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可以比照西部地区的税收政策执行。 
 

2. 鼓励类产业企业是指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
项目为主营业务，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70%以上的企
业。《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另行发布。 

 
3. 根据202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这些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

“两免三减半”优惠。 
 
毕马威观察 
 
全国人大今年3月份批准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强调区域间的协调发
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202号文件中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已执行至期满。虽然国
务院在2010年4月发布的国发[2010] 9号文件中明确了将对符合条件
的西部地区内外资企业继续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但一直以来财
税部门未发布具体的执行办法。 58号文件的出台消除了这一方面的
不确定性，明确了可以继续执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纳税人而言是
一个好消息。 
 
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在进行2011年第三季度及之后的企业所得税申报
时可依据58号文件的规定采用15%的优惠税率。若在前两个季度因为
法规不明确按25%的税率进行申报，可考虑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
或抵减以后所缴纳的税款。 
 
此外，我们了解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在牵头制定《西部地区鼓
励类产业目录》。因此，我们建议企业密切关注这一方面的动态；如
有需要，可以就新规定对其行业的影响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时进行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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