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8月1日起生效的增值税法规变化导致国际航空公司、船舶公司、
船舶代理、货运代理和其他物流服务提供方的整体增值税税负增加。本
期中国税务快讯旨在总结近期增值税法规的变化，探讨如何减轻增值税
税负，以及介绍毕马威就此提供的服务。 
 
总体而言，相应的法规变化可能导致相关企业增值税税负增加6%，地方
附加税费增加近0.8%。考虑到该行业利润率相对较低，税负增加将在很
大程度上侵蚀企业的盈利能力。 

 
背景 
 
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法规的变动，我们先简要介绍相关的背景信息。在原
营业税体制下，交通运输服务和物流服务的营业税税率分别为3%和5%。
服务提供方可从收入中扣除特定费用计算营业税的应纳税额，即通常所
称的“差额征税”方法。 
 
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原适用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和物流
辅助业在中国多个省市逐步纳入增值税，如上海（2012年1月1日起）、
北京（2012年9月1日起）以及广州（2012年11月1日起）。在增值税体制
下，交通运输业与物流辅助业的境内服务增值税税率分别为11%与6%。
试点地区的小规模纳税人则按销售额的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在上述期间，交通运输业及物流辅助业的服务提供方在计算增值税应纳
税额时仍可以扣除特定费用，如海运费、港口费和装卸费，即便一些可
扣除的费用本身并不适用增值税。此类扣除通常被视为“抵额不抵
税”。采用过渡方法是为了确保这些行业的企业不会在其他省市营改增
过渡期间受到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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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法规的变化 
 
2013年8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和物流辅助业在全国范围纳入增值税改革。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财税[2013]37号文（“37号文”），废
除了原有差额征税的规定。这一变化意味着交通运输和物流服务的提供
方需要就其全部代收代付的金额（包括海运费、港口费及装卸费）计算
增值税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而不可再就原营业税体制下可扣除的
特定费用抵减销售额。这一变化导致许多企业的实际增值税税负增加了
6%。 
 
此外，37号文还废止了“未与我国政府达成双边运输免税安排的国家和
地区的运输服务提供方向中国境内客户提供（或通过其中国境内的代理
机构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由扣缴义务人按3%的征收率代扣代缴增值
税”的规定。随着这一规定的废止，3% 的代扣代缴征收率变为11%的代
扣代缴税率。因此，有双边运输免税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运输服务提供
方与无双边运输免税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运输服务提供方之间税务处
理的差异加剧。 

 
除了以上法规变化，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理解或征管方面的新问题，这
些问题也同样对交通运输和物流服务的提供方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包
括： 
 
• 绝大多数中国境内提供方提供的国际空运和海运服务可以适用增值

税零税率，与现适用11%代扣代缴增值税税率的未与我国达成双边
运输免税安排的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提供方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 
 

• 中国境内的船舶代理机构需要就代境外委托方收取的海运费缴纳
6%的增值税，而在其他许多国家，代收海运费并不被视为代理公司
的应税收入。类似的问题在航空货物运输和航空旅客运输中也有体
现，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境内设有代表处或者代理机构的航空公司。 
 

•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物流辅助服务（仓储服务除外）可以适用增值税
免税政策。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某些省市企业很难根据这一政策成
功申请增值税免税待遇。目前财税部门尚未出台实施细则以明确申
请增值税免税的流程和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大了申请的难度。希望
相关实施细则能够早日出台。 

 
如何应对？ 
 
毕马威协同一些国际运输服务提供方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进行密
切沟通，致力于就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税负增加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尽管
截至本期中国税务快讯发表时，财税部门尚未出台正式的解决方案，但
政府官员正在积极落实可以缓解相关不利影响的实施方案。 
 
在37号文的相关规定得以修订之前，企业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税
负的增加。不同的服务提供方应根据自身情况量身定制最优的应对方
案，这些方案可能包括： 
 

1. 审阅付款和汇款协议，特别是国际运输服务提供方与其在中国
的代理公司或代表处之间的协议，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经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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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款项支付； 
 

2. 物流服务提供方，特别是货运代理和船舶代理，如经财务测算
预期能够从增值税免税政策中获取利益，则应当就其向外方（包
括海外总部或区域总部）提供的服务在中国申请增值税免税待
遇； 

 
3. 审阅协议安排以确定是否可以将增值税转嫁至下游客户； 

 
4. 基于上述政策等变化，审阅现有定价安排。 

 
毕马威提供的服务 
 
毕马威总结出一个矩阵分析工具，可以准确识别增值税法规的变化对从事
进出口、货运代理、船舶代理及其他物流服务企业的业务成本结构不同方
面所造成的影响。该矩阵能够帮助企业针对近期的政策变化作出准确的定
价决策。 
 
毕马威已帮助多家企业成功申请出口服务增值税免税待遇，还协助企业通
过改变付款安排的方式，减少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 
 
我们还帮助下游企业，如货运代理及其客户，确保其服务供应商可以充分
享受税收优惠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也协助企业与其供应商和客户进行
有效沟通，分析介绍近期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探讨应对价格上升的措施。 
 
最后，毕马威将继续代表行业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进行积极的沟通，
寻求以上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还将继续跟进介绍这一事项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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