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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中增值税留抵税额结转问题明确
本期快讯讨论的文件
•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2 年第
55 号公告，明确资产重组中增
值税留抵税额处理的问题

背景及毕马威的观察
2012 年 12 月 13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 2012 年第 55 号公告（“55
号公告”），处理资产重组中增值税留抵税额的结转问题。事实上，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了在资产重组中，所有与被转让资产相关的尚未
抵扣的进项税额可被结转至受让方。55 号公告允许资产受让方在资
产重组后实现增值税留抵税额的内在价值，而使纳税人从中获利良
多。
55 号公告出台的背景为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发布第 13 号公告（“13
号公告”）中，规定资产重组中涉及货物转让的不属于增值税征税
范围，但仅适用于以下情况：
•

纳税人（“原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采取合并、分立、
出售、置换等方式。

•

原纳税人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
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新纳税人”）。

尽管 13 号公告被视作有利于公司重组的纳税人，但仍有许多尚未明
确的问题。毕马威中国快讯 2011 年第 7 期已经对 13 号公告进行详
细分析，并强调了许多相关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提到的未明确问题之一是关于原纳税人增值
税留抵税额是否可以结转至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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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号公告的出台解答了该问题。国家税务总局确认原纳税人的增值
税留抵税额可以结转至新纳税人。55 号公告附有表格《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该表格需由原纳税人税务
机关填写, 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交纳税人一份，传递新纳
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一份，以实现留抵税额的转移。作为结转程序的
一部分，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对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行核实。
55 号公告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关于生
效日期前完成的资产重组是否也可享受该优惠政策，或者说 55 号公
告是否仅仅阐明了现行的政策立场。
显然 55 号公告将会受到纳税人的欢迎，并提供了将原纳税人增值税
留抵税额的价值结转至新纳税人的方法，同时也表明尚未抵扣的进
项税额是有价资产。
然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有证据显示出现转移亏损的交易，那
么 55 号公告优惠纳税人的性质是否可能被削弱，例如，常年亏损的
公司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将其资产进行转让。或许仅有限范围内的资
产重组可被视为不在增值税征税范围内，可帮助防止转移亏损的交
易。例如，如果 13 号公告的优惠仅适用于相关资产经济所有权保持
不变的情况，比如同一集团中公司间的资产转让，就可以防止法规
被滥用的风险。
一般而言，13 号公告规定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仍然是个问题，纳税人
难以确定适用于该优惠政策的交易的准确范围； 增值税相关优惠政
策的范围与 2011 年 51 号公告中营业税下的优惠政策存在细微差别，
也不同于财税[2009]59 号文件中所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下的优惠政策。
简而言之，如果这些优惠政策能保持一致将会受到纳税人欢迎的改
进。
最后，随着营改增的进程不断推进， 13 号公告届时将需要被更新。
目前，13 号公告的优惠政策仅仅涵盖转让货物的应交增值税。鉴于
目前增值税已在全国多个省市适用于多个服务业及某些无形资产的
交易中，该优惠政策的范围应该继续扩大。 就国际经验而言，许多
国家对转让持续经营业务交易的增值税采用零税率，而参考国际惯
例将会极大提高确定性。
如果阁下在增值税改革中需要协助，欢迎联系毕马威流转税卓越中
心或您熟悉的毕马威相关税务专家，我们将给予热忱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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