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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特许权使用费和租金应以不含增值税收入计算预提所得税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中非居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
费征收相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9 号
（以下简称“9 号公告”）

•

•

关于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130 号（以下简称“130
号文”）
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
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1] 111 号（以下简称“111
号文”）

背景
2013年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9号公告。在9号公
告中，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了非居民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的某些被动所得如
果属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以下简称营改增）范围，由此应缴纳的增
值税应从计算预提所得税的计税基础中扣除。因此，9号公告降低了非居
民企业在上述情形中的中国预提所得税税负。
9 号公告
受9号公告影响的所得类型主要为企业所得税法第3条第3款中定义的，同
时又属于营改增范围内应缴纳增值税的被动所得项目。这些所得项目主要
为特许权使用费和租金。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以特
许权使用费为例，假设该特许权使用费属于营改增范围，来说明中国被许
可方向非居民许可方支付特许使用费而应代扣代缴的预提所得税的计算。
跨境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情形下，中方应以10%的法定税率（或更低的税
收协定税率，如适用）代扣代缴非居民企业预提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及
其实施条例对预提所得税的计税基础作出了相关规定。具体来讲，企业所
得税法第19条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全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03条进一步说明，
“收入全额”
是指非居民企业向支付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因此，间接税
是否应当包含在预提所得税计税基础中，取决于其是否属于“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的一部分。
2012年1月1日在上海实行营改增之前，特许权使用费所对应的间接税主要
为营业税。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前，计算预提所得税时可以扣除
应缴的营业税。但是， 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130号文明确指出，在确定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时不得扣除规定以外的其他税费支出，因此将营
业税包含在了预提所得税的计税基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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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起实施的营改增试点开始对来源于试点地区的跨境特许权使用费
由原来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由此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代扣代缴的企业
所得税计税基础是否应包含增值税。作为实施营改增试点指导性文件的
111号文件第17条表明，扣缴义务人支付给非居民的价款从流转税的角度
来说包含增值税。然而，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计税基础是否也应包含增值
税，法规上并不明确。因此，增值税有可能被认为是130号文中所指的“其
他税费支出”，从而构成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收入全额”的一部分。
关于是否应将增值税纳入预提所得税计税基础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有观点
认为，增值税与营业税的性质有所不同，因此在计算预提所得税时应区别
对待。首先，增值税是价外税，不应视为“全部价款及价外费用”的一部
分。其次，增值税通常列示于资产负债表，而非损益表项目。最后，中国
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增值税可作为进项税在计算其应缴增值税时进行
抵扣。2012年北京税务机关发布的一份内部文件与以上观点一致。文件认
为在计算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时应将增值税排除在外。然而，由于国家税
务总局此前尚未发布全国适用的文件，各地的处理方法也有所不同。
9号公告明确，在规定范围内，应以不含增值税的收入全额计算缴纳应代
扣代缴的企业所得税。该公告为营改增试点范围内各地区企业所得税的代
扣代缴提供了统一的执行口径、有效地终止了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
毕马威观察
9号公告的颁布在非居民税收领域是一个可喜的进展。公告明确的相关处
理与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体系的通常理解一致，扫清了有关问题处理上
的困惑。中国的纳税人应按此新规定来计算应代扣代缴的预提所得税。多
计扣缴税额可能导致退税延迟、并可能导致非居民企业在其本国寻求境外
税收抵免时遇到麻烦。
9号公告中明确的事项对于仍就特许权使用费和租金缴纳营业税的非居民
企业来说略显不利，即居民企业从位于营改增试点地区以外的中国企业收
到的特许权使用费或租金的情形。这种略显不利的税务处理可能会持续到
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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