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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后文化事业建设费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综[2012]68 号
（以下简称“68 号文”），
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联合发布，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中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有关
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综
[2012]96 号（以下简称“96 号
文”），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联合
发布，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背景
68号文和96号文是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背景下的配套措施，明确了增值
税改革后存在争议的文化事业建设费缴费基数的问题。同时，由于文化事
业建设费在征收增值税时一并征收，为方便征收管理，68号文还明确文化
事业建设费的征收机关由地方税务局变更为国家税务局。此外，国家税务
总局出台51号公告，就文化事业建设费相关申报事项进行了明确。
在68号文和96号文出台之前已经按照口头约定向地方税务局缴纳了文化
事业建设费的纳税人，应重新计算应缴款项并向国家税务局缴纳，同时申
请地方税务局退还已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
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的历史沿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的通知》（财税字[1997]95号），自1997年1月1日起，按照广告业和娱
乐业缴纳营业税的纳税人为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纳义务人。文化事业建设
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建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事业建设。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应缴费额为应纳娱乐业、广告业营业税的营业额的
3% 1。

1少数地区的征收标准经国务院批准后可高于 3%，如上海地区在 1998 年 9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对广告业纳税人按照 4%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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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续）︰

以含税销售额作为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基数

•

在68号文和96号文公布之前，部分增值税改革试点地区的地方税务局继续
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在缴费基数应为含增值税的价款还是不含增值税的
销售额上存在不同地区不同处理的情况。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有关事
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1 号（以下简称“51
号公告”），由国家税务总局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发布，自
自规定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实施之日起施行

68号文仅明确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费基数为销售额，由于对销售额是否即
为不含税销售额存在争议，96号文进一步明确此处的销售额为纳税人提供
广告服务取得的全部含税价款和价外费用，即含税销售额。
允许以扣除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作为缴费基数
96号文明确纳税人可以减除支付给试点地区或非试点地区的其他广告公
司或广告发布者的含税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为缴费基数，延续了营业税体
系下广告业纳税人可以按照扣除发布费之后的余额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的政策。
征收机关变更为国家税务机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税改革后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征收机关也发生了变
更，从地方税务局变更为由国家税务局在征收增值税时一并征收。对于在
68号文和96号文发布之前部分地方税务局已经征收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各
地税务机关正在陆续发文，允许纳税人向地方税务局申请退还已经缴纳的
文化事业建设费
毕马威观察
96号文明确了销售额为含税销售额，这与之前许多纳税人和地方税务局的
理解不一致，部分纳税人需要重新计算文化事业建设费，向主管国家税务
局申报缴纳。
涉及按照扣除发布费后的余额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纳税人，需要注意取
得有效的发布费凭证，即增值税发票和营业税发票，否则发生的发布费不
能扣除。当发生境外的广告发布费时，纳税人在代扣代缴境外企业的增值
税时，还需注意要求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以便在计算文化事业建设
费时予以扣除。
此外，68号文和96号文仅针对已经纳入增值税改革的广告业纳税人，未来
娱乐业也一并纳入增值税改革的范围后，预计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会
发布相应的配套政策对娱乐业纳税人做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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