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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税
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48
号（以下简称“48 号文件”）

背景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5月30日联合发布财税[2012]48号（以
下简称“48号文件”），明确了特定行业或特定安排下企业广告费和
业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的具体规定。48号文件延续了财税[2009]72
号（以下简称“72号文件”）对部分行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
前扣除政策，同时也调整了特定情况下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归集扣除
的处理规定。72号文件已于2010年12月31日执行期满，
48号文件自2011
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执行。
48 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作的讨论如下：
1. 部分企业可以按30%比例适用较高的税前扣除限额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符
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
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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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部分行业每年支出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金额持续较大，导致实
际上超额部分无法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的情况，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于2009年7月31日联合发布了72号文件，将化妆品制造、医药制造、
饮料制造（不含酒类）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扣除限
额提高到30%。不过72号文件已于2010年12月31日执行期满。
新出台的48号文件规定，化妆品制造与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
含酒类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
（营业）收入30%的部分，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可
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由此可见48号文件实际上延续了72号文
件中的有关规定，并且进一步扩大了可以适用30%这一较高的税前扣
除限额的企业范围，即增加了化妆品销售企业。
2.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限额的计算基数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有关规定，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税
前扣除限额的计算基数为企业当年的销售（营业）收入，具体包括企
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根据税收规定确认的视同销售收
入，不包括企业的营业外收入。
3.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归集扣除
48号文件中也对签订了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的税前扣除进行了规定。假设甲企业与乙企业为关联企业，这两家企
业签订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分摊协议，按照协议，甲企业当年的部
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将归集至乙企业。乙企业可以按照48号文件的
规定在税前扣除这部分归集过来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归集扣除，企业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

•

无论甲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是否归集至乙企业扣除，都是
不超过其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税前扣除限额比例的部分可以在
当年税前扣除；
乙企业在计算本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税前扣除限额
时，可将从甲企业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计算在
内。

72号文件中也有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归集扣除的类似规定，但是
该文将归集扣除方式的适用范围限定于采取特许经营模式的饮料制
造企业。根据48号文件的规定，则是关联企业间已签署分摊协议的情
形下可以适用归集的扣除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
如何实际运用归集扣除这一规定还有一些尚需明确之
处，企业应就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归集扣除的计算细节与税务机关进
一步沟通确认。
4. 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能税前扣除
48号文件规定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完全延续了72号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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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上述烟草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规定也体现了
与我国的有关法律的呼应，这些法律对于烟草广告做出了很严格的限
定，比如“禁止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等公共场所
设置烟草广告”等等。
不过我们注意到，对于如何解读“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含义，
还有不确定性。如果烟草企业同时从事非烟草业务，那么与非烟草业
务相关的业务宣传费是否可以列支，48号文件依然没有进行说明。所
以建议从事多种业务的烟草企业注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操作。
5.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限额对企业的递延所得税的影响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其超出当年税前扣除限额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
费可以结转到以后年度进行扣除，从而带来暂时性差异，于是企业就
此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此处，企业应该按照48号文件规定的扣
除限额来计算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事项。
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带来的是
永久性差异，此时不涉及递延所得税的问题。
毕马威观察
48号文件中既有72号文件有关规定的延续，反映了政策的稳定性与连
续性，也有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归集扣除的规定，体现了政策的进
一步完善。在实际执行中尚有以下几点需要企业注意。
首先，48号文件自2011年1月1日起追溯执行，但一些该文件中涉及的
特定企业在此文件出台前很可能已经按15%的限额对2011年度的广
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进行了税前扣除并完成了2011年度的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所以可能需要在以后进行调整。对于上述情况可能带来的
少扣除有关支出的情况，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第六条
的规定企业在五年以内追补至该支出发生年度计算扣除应该是合理
的。于是，企业因此多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可以在追补确认年度企
业所得税应纳税款中抵扣，不足抵扣的，可以向以后年度递延抵扣或
申请退税。
其次，48号文件并未对化妆品制造与销售、医药制造、饮料制造和烟
草企业的具体范围进行说明。如果企业从事多种业务进行综合经营，
如何判断其是否构成48号文件所说的上述企业，尚不明确。以化妆品
行业为例，如果一家日化企业既生产化妆品也生产洗涤用品、口腔用
品等，那么该日化企业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化妆品企业，或在满足什么
样的条件下可以被认定成化妆品企业，并不明确。一旦认定，涉及不
同产品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是否需要进行分配，
如何在税前按相应
的限额进行扣除也不明确。类似情况在上述其他行业同样存在。建议
有关企业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虽然48号文件并没有特别指出该文件中的“分摊协议”即是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与国税发[2009]2号（以下简称“2号文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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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成本分摊协议”，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也有可能税务机关
认为二者是一样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企业需注意2号文件中的有关
定义和要求可能将被税务机关人员引用，如2号文件规定，关联方签
订的有关分摊协议应该层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自行进行的分摊是不
被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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