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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及规定的通知》
概要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

2015 年 12 月 1 日，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局、国家能源局于2015年12月1日发布财关税 [2015]51号《关于调整重

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及规定的通知》，对重大技术装备进

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调整

口税收政策进行调整。该通知于2016年1月1日生效。该次政策调整最大

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

的地方是对财关税[2014]2号文（《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

目录及规定的通知》（财关税

[2015]51 号）

的通知》）的产品目录进行了调整。从事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
的制造企业、国内投资项目、外商投资项目、有关研发中心及技术改造
项目可对照本通知要求和附件目录清单，及时安排过渡期设备的进口，
并可规划准备过渡期届满后新政策项下设备的进口减免税事宜。
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装备制造业振兴规划有关决定，提高我国装备制
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及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国

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部会同有关部委分别于2007年、2009年、2012
年、2013年和2014年，出台（及调整）振兴装备制造业进口税收政策。
本通知是中国根据近年来国内装备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的发展情况，在
广泛听取产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相关企业等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出
台的调整措施。本《通知》的出台，是中国鼓励装备制造业政策的延
续，同时代表国家产业鼓励的方向。

1.

主要内容

对《国家支持发展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和《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

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商品目录》进行修订：

删除了国内技术已基本成熟的装备与产品，新增了与国际新兴技术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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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装备与产品；另外，对于部分产品提高了对产能、生产价值、功率等
方面的要求。其中较多修订集中在能源冶金行业、基础建设行业、农业
与电子信息及生物医疗产业。对于能源冶金行业，增加了如水下采油设

备等运用新的能源利用技术的设备；对于基础建设行业与农业，删除了
多项失去先进性的设备，并提高了对设备的要求；在电子信息及生物医
疗产业中，取消了对锂电池、TFT-LCD显示屏等国内生产技术相对成熟

的生产设备的免税优惠，增加了对精密光学设备、电子芯片等的生产加
工设备的免税优惠。
2.

对《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进行修订：

新增了年产量≤350万吨的天然气液化用离心压缩机组、最大输出压力

<70MPa的固井设备、甲醇制烯烃（MTO）装置用压缩机组、钢轨铣磨

车、混凝土泵车、热等静压机、冷等静压机、氨纶卷绕机、纺熔复合非
织造布纺丝牵伸机、56CC以下的液压无极变速器或静液压传动装置

（HST）、均匀性较低的喷胶机共11类装备，新增的主要是在行业内失
去先进性的低产能、小功率、低精度的装备。

3. 对财关税〔2014〕2号附件1《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规定》做出部分修
改：

在第六条中增加了“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汇总后在每年12月5日
前将申请文件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规范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对相关企业的申请汇总上报的时间。

在第七条中删除了关于“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会同企业所在地

直属海关、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的
规定，明确申请统一由中央部委进行审查，明确了申请审批责任，简化
了申请审批流程。

在第八条中把“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进口需求”修改为“进口需

求”，表明有关部门将综合考虑与核定企业的进口需求。另外，《通

知》把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企业免税资格

认定及相关因素核定结果报送财政部的期限从每年的3月1日提早到12月

31日。

毕马威观察/建议

一、 本通知于2016年1月1日生效，对于在旧法规项下已批准的项目，有

6个月的过渡期安排，有关企业可在2016年6月30日前安排设备在旧
法规项下免税进口。相关企业应特别注意做好过渡期的安排，加强
与国外供应商的沟通，尽早规划未来的进口需求，以便能享受免税
优惠。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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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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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对大量设备进口的各类企业和项目（重大技术装备的制造企业、国
内投资项目、外商投资项目、有关研发中心及技术改造项目等），
可比照各种生效的规定及新的不予免税目录清单进行综合评估和准
备相关申请资料。特别是，该通知也进一步明确了申报流程，材料
报送时间规定。有关企业应对此进行认真的了解，以便及时地提出
申请，尽早地享受到政策优惠。

三、 由于中国的设备进口减免税政策体系比较复杂，有设备及附件进口

的各类企业可对目前中国的减免税政策进行系统的梳理，从而评估
是否有机会享受进口免税待遇，必要时可咨询专业公司。

四、 免税进口设备/附件属海关监管货物，一般有5-8年的海关监管年

限。在海关监管年限内，未经海关许可，减免税申请人不得擅自将
减免税货物转让、抵押、质押、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否则

可被处货物价值5%以上30%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有鉴于此，有机会享受免税待遇的企业也应基于企业的运营特
点和中长期规划权衡进口税收节省与保税货物的监管的合规成本，
以评估是否应该享受有关免税待遇。

五、 此次《通知》的出台，已经是对相关减免税目录和不予免税目录的

又一次调整，调整的核心都是以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重大技术装备先

引进先进与核心技术，再进行自主化发展，引导产业升级。我们展
望未来有关部门仍会以此为方向持续地根据产业发展情况不断进行
动态调整，毕马威将对此密切关注，以期能为广大企业提供最新的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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