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
告》（以下简称《公告》），这是继国税函 2010 年 79 号文、国家税务总
局 2011 年 34 号公告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15 号公告之后又一个重要的
企业所得税实体性政策文件。该文件对若干存在税务争议问题的处理方式
进行了明确。《公告》生效日期追溯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基于公告的发布，企业应重新考虑拟进行的投资或接受投资的计划，以谋
求合理税收筹划空间。企业还应复核现有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是否存在税会
差异，以避免不必要的税务损失。保险企业应关注按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有关监管规定所提取的各项准备金是否符合税法相关规定，并及时
做出纳税调整。核电企业应单独核算操纵员培养费，并根据自身发展需求
适当增加培养费。 

此次《公告》的要点： 

此次《公告》对下列五个问题的企业所得税处理进行了阐述： 

 企业接收政府划入资产 

 企业接收股东划入资产 

 保险企业准备金支出 

 核电厂操纵员培养费 

 固定资产折旧 
 

一、企业接收政府划入资产 

企业对其接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包括政府有关部门，以下简称“政府”）
划入的国有资产的税务处理方式分为以下三类： 

 

 

资产相关支出的企业所得税新规 

本期快讯讨论的文件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

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
额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总局公告[2014]29号，
2014年5月23日发布 

第十六期  二零一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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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处理 税务处理 

政府明确以股权投资方
式投入的国有资产 

 作为国家资
本金（包括资
本公积）处理

 不确认收入
 如为非货币性资

产，按政府确定的
接收价值确定计税
基础

政府将国有资产无偿划
入企业，凡指定专门用
途并按财税[2011]70 号
规定进行管理的国有资
产 

 按照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
补助进行处
理

 不征税收入
 如为非货币性资产

的，按政府确定的接
收价值计算不征税
收入

上述情况以外的国有资
产 

 作为捐赠收
入或其他收
入处理

 按政府确定的接收
价值计入当期收入
总额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

 政府没有确定接收
价值的，按资产的公
允价值计算确定应
税收入

二、企业接收股东划入资产 

企业对其接收股东划入的资产的税务处理方式分为以下两类： 

会计处理 税务处理 

企业接收股东划入资产
（包括股东赠予资产、
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
革过程中接收原非流通
股股东和新非流通股股
东赠予的资产、股东放
弃本企业的股权） 

 作为资本金
（包括资本
公积）处理

 不确认收入
 按资产的公允价值

确定计税基础

 作为捐赠收
入或其他收
入处理

 按公允价值计入当
期收入总额计算缴
纳企业所得税

 按资产的公允价值
确定计税基础

三、保险企业准备金支出 

保险企业提取的五项准备金应按财政部下发的企业会计有关规定在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详细内容请参见中国税务快讯 : 金融服务专题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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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电厂操纵员培养费 

核力发电企业为培养核电厂操纵员发生的培养费用，可作为企业的发电成
本在税前扣除。企业应将核电厂操纵员培养费与员工的职工教育经费严格
区分，单独核算。员工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得计入核电厂操纵
员培养费从而在企业所得税前直接扣除。 

五、固定资产折旧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15 号）有关规定，“企业依据财务会计制
度规定，并在实际会计处理上已确认的支出，凡未超过税法和有关税收法
规规定的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的，可按企业实际会计处理确认的支出，在
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 

此次公告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15 号的基础上，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
会差异作了进一步明确： 

固定资产的会
计折旧年限如
果短于税法规
定的最低折旧
年限 

 按会计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高于按税法规定的最
低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部分，应当调增当期应纳税
所得额 

 会计折旧年限已期满且会计折旧已提足，但税法规
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尚未到期且税收折旧尚未足额
扣除，其未足额扣除的部分准予在剩余的税收折旧
年限继续按规定扣除 

固定资产的会
计折旧年限如
果长于税法规
定的最低折旧
年限 

 其折旧应按会计折旧年限计算扣除，税法另有规定
除外 

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 

 不得税前扣除 

 其折旧仍按税法确定的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计算扣
除 

固定资产加速
折旧 

 按税法规定实行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不管会计上
是否“加速折旧”，其按加速折旧办法计算的折旧
额可全额在税前扣除，其中包括： 

 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 

 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石油天然气开
采企业的油气
资产折旧 

 会计与税法规定计算方法不同导致的折耗（折旧）
差异，应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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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税会处理趋于一致 

此次《公告》在大部分问题的税务处理上，倾向于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保
持一致以减少税会差异。比如对于企业接收政府或股东划入资产的税务处
理，如果会计上将该行为确认为投资方对企业的股权投资，则税务上也确
认为股权投资，不作为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会计上将该行为作为收
入处理，则税务上也确认为收入，应当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又比如对于
保险公司准备金支出的税务处理，会计上与税务上均按照财政部下发的企
业会计相关规定计算扣除。 

《公告》主要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告》对某些问题的税务处理有了新的阐述。一是
将财税[2011]70 号中所规定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扩展至非货币性资产；
二是扩大了股东以资产形式出资且在税务上不作为收入处理的范围，包括
股东赠予资产、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接收原非流通股股东和新
非流通股股东赠予的资产、股东放弃本企业的股权；三是扩大了特殊行业
的巨额培训费用直接作为成本扣除的范围，使核电厂操纵员的培训费用可
直接在税前抵扣。 

明确固定资产折旧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15 号曾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会差异处理提出了相
关规定，但是由于规定比较概括，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许多税务争议。此次
《公告》清晰诠释了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15 号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会
差异处理的规定，明确了各种情况下的税务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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