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3]33号）的
精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以下
称“五部委”）联合发布59号文，针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企业所得税
优惠，对已失效的65号文进行了更新，将该优惠的有效期间延长至2018年
12月31日，并放宽了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等认定条件，令更多企业可以
享受该税收优惠，以进一步推动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发展，促进企业技
术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的提升，增强我国服务业的综合竞争力。 

59号文 

59号文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政策进行了完善，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1 优惠政策实行期间由原来的“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更新为“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2 取消对企业“近两年在进出口业务管理、财务管理、税收管理、外汇
管理、海关管理等方面无违法行为”的规定； 

3 企业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占当年总收入的比例下限由原
来的 “50%”调整到“35%”。 

除上述变化以外，59号文保留了65号文的其他内容，包括保留了65号文对
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的认定范围。 

59号文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现时申请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
优惠即适用新的认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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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为了推动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服务，我国从2009
年开始便制定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经认定的技
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其发生的职工教
育经费亦可按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8%的比例据实税前扣除。65号文和59
号文只针对企业所得税而未提及流转税的处理，但根据财税(2013)106号规
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可就其技术服务收入进一步申请增值税免税。至
今，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优惠政策经过多次修订，其认定要求逐步放宽，
例如将技术先进性服务业务收入比例下限从70%调减到50%、离岸服务外
包业务收入比例下限从50%调减到35%等。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国办函[2013]33号，将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
惠期间延长至2018年12月31日。但由于65号文于2014年1月1日失效，从2014
年起，各地认定工作小组因未有明确的认定管理办法以指导其认定工作，
部分示范城市暂停了对新申请企业的认定。59号文的出台打破了上述局
面，明确将相关优惠期间延长。上海、厦门等地亦就此发布了地方2014
年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的通知，要求企业于11月30日前完成网上申报
材料提交。 

若企业位于21个示范城市，尤其是本年尚未开展认定工作的城市，则应及
时了解当地有关部门发布的最新消息，预先准备好申报材料，争取2014
年能够享受该税收优惠。 

59号文将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比例下限从50%调减到35%。针对此项调
整，对之前因离岸收入比例不达标而未申请该项优惠的企业，我们建议其
尽快进行自我审阅以确定是否满足相关认定要求。另外，在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难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服务企业应认真审视企业自身的具体状况和
条件，以寻求最适合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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