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增值税改革试点，这一试点预计于 2012 - 2013 年期
间扩大到中国其他省市。此次改革试点涉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 

根据增值税改革试点的相关政策，出口服务可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或免征增值税。但是，
实际操作中享受此类优惠所需履行的手续及所需提供的材料之前一直未被明确。 

2012 年 4 月 5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
应税服务免抵退税管理办法（暂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3 号，以下简称
“13 号公告”），明确增值税零税率的申请流程和所需提供的材料。增值税零税率应
税服务的范围是： 

• 提供国际运输服务 

• 向境外单位提供研发服务 

• 向境外单位提供设计服务 

需要强调的是，13 号公告只适用于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财税[2011] 131 号文（请参
考毕马威中国快讯二零一二年第一期）同时也提及了出口服务免征增值税，预计将有另
外的关于免征增值税的管理办法于近期发布。 

企业应根据 13 号公告的要求准备材料并按照规定申请免抵退税以确保能享受该税收减
免。13 公告规定增值税零税率实行免抵退税办法，该办法参照现有针对货物出口的增
值税免抵退税机制。 

背景 

财税[2011]131 号文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出口服务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总体而言，增值
税免税政策比之前的营业税免税政策更加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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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1]131 号文规定了两类税收优惠政策： 

• 增值税零税率：免征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时允许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 免征增值税：免征增值税销项税额但是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对于主要提供零税率服务的企业，如果其进项税额超过销项税额，则需要一个退税机制。
13 号公告明确了该退税机制。对于出口服务只占少量比例的企业，尽管其销项税额超
过进项税额，这类企业同样适用免抵退税机制。 

审批和要求递交的材料 

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前，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出口退（免）税认定。出口服务退（免）税采用现行的货物出口免抵退税机制。 

出口退（免）税资格被认定之后，企业可以提交增值税申报表申请免抵退税。13 号公
告详述了除增值税申报表之外还需提供的材料和各类证书。 

下面的表格详细列出了免抵退税申报需要提交的材料。不同类型的应税劳务需要提供不
同的申请材料。 

服务类型 出口退（免）税审批 
需提供的资料 

增值税免抵退税申报 
需提供的资料 

国际运输服务 
水路国际
运输服务 

• 银行开户许可证 

• 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许可证 

•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及其附表 

• 《零税率应税服务（国际运输）免
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 免抵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下列原始凭证： 
- 零税率应税服务的载货、载客

舱单（或其他能够反映收入原
始构成的单据凭证） 

- 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发票 
-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

凭证 

航空国际
运输服务 

• 银行开户许可证 

•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
可证 
 (经营范围应包括“国际航
空客货邮运输业务") 

陆路国际
运输服务 

• 银行开户许可证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经
营范围应包括“国际运
输”) 

• 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 
研发服务 • 银行开户许可证 

•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  

• 《免抵退税申报汇总表》及其附表 

• 《应税服务（研发、设计服务）免
抵退税申报明细表》 

• 当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 免抵退税正式申报电子数据 

• 下列原始凭证： 
- 与零税率应税服务收入相对应

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复
印件 

- 与境外单位签订的研发、设计
合同 

- 提供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发票 
- 《向境外单位提供研发、设计

服务收讫营业款明细清单》  
- 从与签订研发、设计合同的境

外单位取得收入的收款凭证 
- 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

凭证 

设计服务 • 银行开户许可证 

• 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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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规定这些审批流程和应提交的材料， 13 号公告还明确了对企业核查的要求。企业
可以参考这方面的规定以确保增值税申报合规。 

退税机制 

如果企业进项税额超过销项税额，相应的退税机制应该启动。 

13 号公告的出口退（免）税方式与货物出口的免抵退税方式一致。免抵退税方式下的
出口服务： 

• 免征本环节增值税； 

• 对应的进项税额可抵扣境内服务的应纳税款； 

• 如果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未抵扣的部分予以退税。  

出口免抵退税方法的必要性在于根据中国目前的税收政策，当企业的进项税额超过销项
税额时，超过部分不予以退税。也就是说，免抵退税机制确保了只针对出口部分实施退
税。  

下面的例子具体解释了免抵退税政策在不同类型企业里的应用。 

 主要提供境内
服务的企业 

主要提供出口
服务的企业 

项目   
国内提供应税服务取得的收入（不包含增值税） 1,500 300 
出口应税服务取得的收入  300 1,200 
采购或接受应税服务支出金额 （不包括增值税, 假
设税率为 17%） 

500 600 

免抵退税额 1 18  72 
计算过程   
国内应税服务销项税额（6%增值税税率）2 90  18 
进项税额 3 85  102 
当期应纳税额 5 (84) 
结果   
退税额 - 72 
期末留抵税额 - 124

值得注意的是，从事货物出口的国内外贸企业目前采用的是 “先征后退”计算方法（即：
外贸企业货物出口免征增值税，并按照采购成本与退税税率计算退税金额。）根据 13
号公告，一家适用“先征后退”计算方法的外贸企业如果提供了零税率应税服务并且申
请享受零税率，该企业必须采用免抵退税的计算方法。因此，如果一家外贸企业货物的
出口退税率低于征税率（即：有征退差），那么对于仅提供少量零税率应税服务的外贸
企业如果改用免抵退税的方法可能会有利润下降的不利情况出现，建议企业对此进行仔
细测算。 

 

新发生零税率应税服务的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新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
者”） 

13 号公告针对新发生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作了详细的规定。  

根据 13 号公告，新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自发生首笔零税率应税服务之日（国际运输
企业以提单载明的日期为准，对外提供研发、设计服务企业以收款凭证载明日期的月份
为准）起 6 个月内提供的零税率应税服务，按月分别计算免抵税额和应退税额。税务机
关对 6 个月内各月审核无误的应退税额在当月暂不办理退库，在第 7 个月将各月累计审

                                                 
1 等于出口应税服务收入 x 6% 增值税税率 
2 等于国内提供应税服务收入 x 6% 增值税税率 
3 等于采购或接受服务支出 x 17% 增值税税率 
4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超过当期免抵退税额的，超过部分的留抵税额 可以在以后期间继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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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无误的应退税额一次性办理退库。自第 7 个月起，新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零
税率应税服务，实行按月申报办理免抵退税。  

需要注意的是，主管税务机关默认所有的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为新零税率应税服务提
供者，除非企业能提供证明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以前发生过零税率应税服务的资
料。 

其他事项 

13 号公告也对其他事项进行了明确，包括： 

• 研发服务是指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进行研究与试验开发

的业务活动； 

• 设计服务是指把计划、规划、设想通过视觉、文字等形式传递出来的业务活动。包

括工业设计、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平面设计、包装设计、动漫设计、

展示设计、网站设计、机械设计、工程设计、创意策划等； 

• 企业提供的零税率应税服务，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 向自由贸易区和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内的企业提供的服务，不属于出口服务； 

• 公告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因此被认定的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在此时点之

后提供的零税率服务，可以申请免抵退税。 

后续事项 

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在申报办理零税率应税服务免抵退税前，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出口退（免）税认定。办理出口退（免）税认定时，应注意以下步骤: 

• 审核是否符合零税率税收优惠的资格； 

• 考察申报资料和备查资料的要求； 

• 核查会计核算系统，以确保零税率服务金额和退税额能够正确计算和提取； 

• 如果通过自查符合零税率应税服务提供者的要求，申请免抵退税资格； 

• 递交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之前发生过零税率应税服务的资料； 

• 可以申请追溯到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提供的零税率服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 13 号公告目前的适用范围是上海市的企业，如果试点范围将
来扩大到其他省市，13 号公告的相关内容可能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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