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联合发布了财税[2011]131 号文

《关于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131 号

文”)，对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政策下向境外出口服务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进

行了规定。 

 

之前发布的作为中国增值税改革纲领性文件的财税[2011]110 号文(以下简

称“110 号文”)和财税[2011]111 号文(以下简称“111 号文”)明确规定服务

贸易出口将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制度，具体政策将由财政部和国家税

务总局随后予以公布。上海的增值税试点政策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企业一直翘首以盼具体政策的出台。131 号文的出台正当时。 

 

贯穿 131 号文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纳税人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特定劳务

不涉及在中国境内的货物或不动产，则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或免征增值税。

这一规定使得中国的流转税制度更加接近于世界范围内所公认的最佳操

作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110 号文、111 号文和 131 号文中所规定的试点政策下服务

贸易进出口增值税优惠政策比营业税下的优惠政策范围更广。在现行营业

税制度（仍适用于上海以外地区）下，如果提供或者接受劳务的一方在境

内，则应征收营业税。这就意味着进口或者出口劳务都是要缴纳营业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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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零税率  / 免征增值税 

 

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劳务和享受免征增值税待遇的劳务的增值税处理大

不相同。其区别如下表所示： 

 

 销项税 是否可以抵扣进项税 

零税率 无 可 

免税 无 不可 

 

对于专门或主要提供适用零税率的应税服务的企业而言，需要考虑增值税

进项税退税的问题。根据 131 号文件的规定，有关退税的具体管理办法将

于日后公布。目前在中国，除了货物或服务出口，其他可以获得增值税退

税的情形很少。 

 

对于提供免税劳务或其他劳务的企业而言，对其进项税进行详细地记录和

追踪并对具有双重用途的费用支出进行划分显得尤为重要。国际上相关的

经验告诉我们，恰当地对费用支出（尤其是一般间接费用）在不同的收入

项目中进行划分有时并非易事。 

 

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的行业 

 

131 号文规定，在试点政策下，下列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政策： 

 

行业（根据 111 号文

的规定） 

131 号文的规定 

适用零税率项目 适用免税项目 

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有

形动产租赁服务 

交通运输服务  相关资质完

备的国际运

输服务 

 相关资质不完备的国际运

输服务 

研发和技术服务  向境外单位

提供的研发

服务和设计

服务 

 工程、矿产资源在境

外的工程勘察勘探

服务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

技术转让服务、技术

咨询服务、合同能源

管理服务（但不包括

合同标的物在境内

的合同能源管理服

务） 

信息技术服务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软件

服务、电路设计及测试服

务、信息系统服务、业务

流程管理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  向境外单位

提供的设计

服务 （不包

括对境内不

动产提供的

设计服务） 

 会议展览地点在境

外的会议展览服务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

商标著作权转让服

务、知识产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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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投放地在境外

的广告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   存储地点在境外的

仓储服务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物流

辅助服务（仓储服务除

外） 

鉴证咨询服务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认证

服务、鉴证服务、咨询服

务（但不包括对境内货物

或不动产的认证服务、鉴

证服务和咨询服务） 

 

其中，131 号文对国际运输服务进行了界定，具体是指： 

 

1) 在境内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出境； 

2) 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入境； 

3) 在境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 

 

131 号文并没有明确，载运旅客的国际运输服务中的国内运输部分是否可

以适用零税率或享受免税，例如：一个旅客从上海乘坐飞机到北京以乘坐

一国际航班。与此相类似的另外一种情形是：一个游轮经停中国数个港口

或者在上海有一段作为整个国际航运的一部分陆上运输，这种情况下，增

值税如何处理并不明确。在国际货物运输中也会有很多类似的情形出现，

会带来很多问题。 

 

对于享受零税率的国际运输服务，131 号文规定了相应的资质要求，如取

得相关经营许可证等；未取得相关经营许可证的国际运输服务只能享受增

值税免税待遇，相关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的另一文件，财税[2011]133 号文规定，总机构在

上海的航空公司（例如：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航空有限公司）

适用试点政策的规定。其他的只是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的国际航空企业不

在此次试点范围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运输”一语似乎仅局限于旅客和货物的载运。

这样一来，旅行社所提供的旅程安排服务以及货物的装卸服务等可能不属

于“国际运输”范畴从而不能享受零税率或免税待遇。不过，倒是可以考

虑一下这些服务是否可以被认为分别属于“鉴证咨询服务”或“物流辅助

服务”。 

 

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所需履行的手续 

 

131 号文并没有对享受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待遇所需履行的手续及所需提

供的文件进行规定。 

 

在此之前，技术转让和服务外包可以享受营业税免税优惠。企业为了享受

这些优惠，需要向税务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提交申请及相关的合同文件。

上述要求是否适用于 131 文所规定的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待遇的所有

服务，目前仍不明晰。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服务提供者需要准备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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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备审批机关审阅。审批机关除要求劳务接受方必须在境外，劳务所涉

及的标的不属于在中国境内的货物或不动产，还会关注是否由境外的接受

方支付服务费。 

 

毕马威观察 

 

基于加快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支持研发和设计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

目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上海地区的单位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向

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采用增值税免抵退税的扶持政策，以

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相关应税服务的征、退税率相同也意味着相关的外购

货物与服务时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款可以全部抵扣或退还。 

 

实际操作中，企业需准确区分适用零税率的研发、设计服务与适用免税政

策的某些其他服务，如技术转让服务、技术咨询服务、软件服务、电路设

计及测试服务等，从而正确适用增值税政策。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相对更广泛的出口服务实行免征增值税的政策。

对于这类免税收入，相关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需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企

业应评估该处理对企业定价和盈利水平的影响。对于从事认证服务、鉴证

服务、咨询服务的企业而言，人员工资和房租本来就没有增值税进项税额

抵扣，因而企业的成本应该不会因增值税免税处理而比增值税零税率处理

增加太多。 

 

131号文在确认增值税零税率和增值税免税时多处强调“境内境外”的区

分。如131号文规定，对境内货物或不动产的认证服务、鉴证服务和咨询

服务不予免税。举例说，假如一家咨询公司向一家国外企业就证券交易所

监管规定，业务重组或在中国设立公司的法规问题等提供咨询服务，那么

该咨询服务就应该可以享受增值税免税。与之相反，假如一家认证公司就

尚未离境的出口货物或已经入境的进口货物提供质量检测认证服务，那么

该检测认证服务就不能享受增值税免税。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一个服务提供方与另一个外国公司签订协议

提供服务，但实质上该服务由，或一定程度由，该外国企业的一家国内关

联企业使用或消费，增值税应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在跨国公司的大型全球

供应合同中较为常见。许多国外增值税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都专门发文就这类问题的增值税处理进行明确。 

 

我们的建议 

 

上海地区的企业应根据自身提供的业务的性质来确定其增值税处理，同时

也应考虑到免税情况下的进项税额转出对企业自身利润的影响。 

 

考虑到上海企业提供的服务可享受增值税零税率或者免税，境外企业可考

虑是否优先选择上海企业为其提供服务，尤其是对关联方之间提供服务而

言更是如此。 

 

同等重要的是增值税合规。企业需要满足诸多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方可享

受131号文规定的相关优惠待遇。企业在起草合同时也应尽量准确描述所

提供服务的性质以及服务的价格。 同样，开票和付款程序也应与合同保

持一致，以备税务当局的稽查。 

© 2012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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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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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地区的企业应尽早安排人员学习相关处理办法，建立健全内部税务控

制体系以应对此次变化，以便能享受相关增值税优惠。同样地，对于既提

供免税劳务又提供其他劳务的企业而言，对其进项税进行详细地记录和追

踪并对具有双重用途的费用支出进行划分也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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