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联合发布了 26 号文，正式批准符合条
件的珠海横琴新区 1（“珠海横琴”）、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2（“深
圳前海”）以及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 3（“福建平潭”）三地企业可按 15%的税率
征收企业所得税。作为三地最大政策优势之一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相关目录的出台，
解决了该政策长期未得到具体落实的问题，对于希望入驻并仍处于观望状态的企业
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政策概述 
 
国务院分别于 2009 年、2010 年及 2011 年批复珠海横琴、深圳前海以及福建平潭总
体发展规划并提出区内企业所得税的优惠计划，三地的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准入目
录于 2013 年相继出台，而企业所得税相关的具体政策迟迟未得到落实，直至近日
26 号文的发布，符合条件的三地企业可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这一政策
得到正式批准。 
 
根据 26 号文，享受 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政策的条件如下： 
 

1）适用对象 

• 企业在优惠区域设立的机构 
2）适用条件 

• 主营业务属于其所在区域《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中的产业项目 

• 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70％以上（企业收入总额是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六条规定的包括以货币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
得的收入总额） 

3）执行时期 

• 自 2014 年 1 月 l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1 横琴新区是指国务院 2009 年 8 月批复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规划的横琴岛范围 
2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指国务院 2010 年 8 月批复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规划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范围 
3 平潭综合实验区是指国务院 2011 年 11 月批复的《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规划的平潭综合实验区范围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

东横琴新区、福建平潭综合实验
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及优惠
目录的通知》，财税[2014]26 号
（以下简称“26 号文”），2014
年 3 月 25 日发布 

• 关于印发《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深人银
发[2012]173 号，2012 年 12 月 27
日发布 

• 关于印发《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
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深人银发[2013]2 号，2013 年 1 月
5 日发布 

 

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及福建平潭 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获批 
 

   第十一期  二零一四年五月 
 

中国税务快讯 
 

© 2014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4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 — 中国外
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 "毕马威国际" )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NjA%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NjA%3D&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NzI3NjA%3D&language=%E4%B8%AD%E6%96%87%23No26_Z2T6


政策要点 
 

•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从 2014 年第一季度开始，为期共计 7 年 

• 此项企业所得税优惠可与其他各项税收优惠同时享受，选择最优惠的税率执行。
例如区内企业同时为重点软件企业，可适用最优惠的 10%税率 

• 涉及定期减免税的减半优惠的，应按照 25%法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减半征收
企业所得税 

• 税务机关对企业主营业务是否属于 《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 难以界定的，可
要求企业提供省级（含副省级）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下一级行政
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 获批的三地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4在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准入目录 5的基础上都
有着不同程度的删减，具体内容总结如下： 

 
地区 深圳前海 珠海横琴 福建平潭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4 
内容
概览 

四大类共计 21 条 
1. 现代物流业 4 条 
2. 信息服务业 8 条 
3. 科技服务业 4 条 
4. 文化创意产业 5 条 

五大类共计 72 条 
1. 高新技术类 37 条 
2. 医药卫生类 13 条 
3. 科教研发类 10 条 
4. 文化创意类 5 条 
5. 商贸服务类 7 条 

 

五大类共计 127 条 
1. 高技术产业 74 条 
2. 服务业 18 条 
3. 农业及海洋产业 10 条 
4. 生态环保业 9 条 
5. 公共设施管理业 16 条 

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准入目录 5 
内容
概览 

六大类共计 112 条 
1. 金融业 23 条 
2. 现代物流业 18 条 
3. 信息服务业 16 条 
4. 科技服务业 7 条 
5. 专业服务业 39 条 
6. 公共服务业 9 条 

八大类共计 200 条 
1. 旅游休闲 10 条 
2. 物流、商贸和商务
服务 36 条 

3. 金融服务 34 条 
4. 文化创意 24 条 
5. 医药卫生 27 条 
6. 科教研发 23 条 
7. 高新技术 34 条 
8. 其他 12 条 

五大类共计 350 条 
1. 高技术产业 105 条 
2. 服务业 108 条 
3. 农业及海洋产业 20 条 
4. 旅游业 15 条 
5. 社会事业 36 条 
6. 生态环保业 18 条 
7. 公共设施管理业 48 条 

 
毕马威观察 

 
26 号文的出台进一步落实了三地产业优惠政策，对希望入驻的企业来说是个利好
消息。我们注意到，横琴新区和福建平潭的优惠目录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医药卫
生、生态环保等行业，深圳前海的优惠目录则集中在现代物流业、信息及科技服务
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但三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均比外界预期的范围为窄，特别
是金融业，虽然是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的重点发展产业，但并未出现在最终出台的
优惠目录中，这可能会降低三地对某些特定行业投资者的吸引力。据了解，深圳前
海正在积极考虑以其他形式对已入驻或拟入驻的金融企业提供扶持政策。 
 
在享受此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时，还有一些有待明确或者需注意的地方：- 
 

• 26 号文颁布的优惠政策在对行业的描述上可能比较笼统，容易出现投资者和管
理机关在政策内容上存在不同解读的情况，从而带来优惠政策实施的困难。经
向深圳前海管理局等有关方面了解，前海管理局正在积极召集不同部门制定操
作细则，相信操作细则的出台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4其中包括《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横琴新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平潭综合试验区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5其中包括《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产业准入目录》、《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平潭综合试验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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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提到的两个条件外，26 号文并未针对不同行业设置额外条件，这对于某
些企业提供了税务筹划的空间。例如从事高新技术产业但未能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要求的企业，可考虑在区内设立企业 

• 条件之一的收入总额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
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
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等九项。企业需特别注意一些金额
大的非经常性收入可能会影响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额的比例小于 70% 

• 如果利用区内企业对境外投资，对境外所得在计算境外税收抵免时是否也可以
按 15%计算在中国的应缴税额在 26 号文中未予明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相信这将吸引符合条件的企业将海外投资平台设立在区内 

• 在 26 号文出台前，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相关政策已经落地，区内企业除享受
税收优惠外，还可以跨境获得较低成本融资，用于前海的建设和发展 

 
总体而言，26 号文的颁布为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及福建平潭设立的企业享受 15%
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提供了政策基础。毕马威作为全球首批与前海管理局签署合作
协议的专业服务机构，乐于为有意向到深圳前海等三地进行投资的公司提供相应的
协助工作。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国家关于三地政策有关的发展和动态，及时提供最
新信息并分享我们的观察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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