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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深化改革最新政策

背景
2019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政策，深化增值税
改革。3 月 20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增值税减税配套措施。而于 3 月 21 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以下简称「39 号公告」）及若干项政策指引，深化了降低增值
税税负的措施。

39 号公告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施行。在下文中，我司将针对 39 号公告作出简要概述及相
应解读。

39 号公告重点解读

1.    降低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进口货物，原适用 16% 税率的，
税率调整为 13%；原适用 10% 税率的，税率调整为 9%；保持 6% 一档的税率不变。 纳税人在 2019
年 4 月 1 日前发生的应税行为，若需要更正开票或补开发票，均按照原适用税率开具，不得使用新税
率开具发票。

2.    降低出口退税率

随着增值税税率的降低，境内企业出口退税率和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率也进行了相应的下调，其调
整如下：

调整后的退税率

原适用 16% 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6% 的出口货物
劳务

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13%

原适用 10% 税率且出口退税率为 10% 的出口货物、
跨境应税行为

出口退税率调整为 9%

适用 13% 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 退税率为 11%

适用 9% 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 退税率为 8%

对于以上退税率的相关调整，基本原则是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纳税人已按照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
税的，执行调整前的退税率；但如果纳税人已按照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则执行调整后的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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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号公告重点解读
3.　降低农产品扣除率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原适用 10% 扣除率的，扣除率调整为 9%；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
13% 税率货物的农产品，按照 10%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4.　取得不动产或在建工程之进项税可一次性抵扣

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 年抵扣，取得的进项税可以一次性全额抵扣。
此前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5.　允许抵扣取得「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进项税

39 号公告重新修订了以往增值税法规中对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服务种类」的具体规定，纳税人购
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可以从其销项税中抵扣该运输服务的进项税额。

若纳税人取得的是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则进项税额为发票上注明的税额；若纳税
人取得的是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公路或水路客票等抵扣凭证，
则应按照含税票面金额与对应的税率（征收率）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6.　部分行业可获进项税加计抵减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额加计 10%，抵减应纳税额。（即「加计抵减政策」）

适用范围：「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生活服务取得
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 的纳税人。销售额的具体判定标准如下：

1.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适用加计抵减
政策；

2. 2019 年 4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
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3. 纳税人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后，当年内不再调整，以后年度是否适用，根据上年销售额计算确定。

纳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 10% 计提当期加计抵减额。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应同
时调减相应的加计抵减额。

纳税人计算加计抵减额的公式如下：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 = 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 *10%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 = 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 +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 – 当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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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号公告重点解读

7. 试行期末留底税额退税制度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底税额退税制度。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可以申请
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1. 自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
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

2. 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

3. 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4. 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以及

5.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

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 = 增量留抵税额 × 进项构成比例 ×60%

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控机动车
销售统一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
进项税额的比重。

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办理免抵退税后，仍符合 39 号公告
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退还留抵税额；适用免退税办法的，相关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PKF 观点
减税降费是我国财政部门近几年来的重点改革方向，此次增值税的深化改革政策，将重点降低制造业、
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以及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的税率，但并未调低服务业等 6% 的税率。我司认为政
府在将来有机会进一步把增值税税率三档简并，以实行税制简化之方向。6% 一档的税率在未来几年内
下调的可能性不大，但此次深化改革后的三档增值税率未来仍有简并空间。此次税率下调大幅度降低
了部分行业中间流转环节的税负，为实现减税降费的预期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纳税人而言，应重点关注此次增值税改革政策的生效时点。由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未必会
与财务的收入确认时点相一致，若纳税人能够事先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及其税率的适用条件作
出准确的判断，则可以合理规避相关的税务风险。

此次出台的多项扩大进项税额的税收政策（包括试行「末期留底税额」的退税制度），有效地增加了
纳税人的现金流，降低了纳税人的经营成本，为纳税人创造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对于以上的进项税优
惠政策，纳税人应尽早做好准备工作，通过评估自身情况，完善内控制度以及合理的税收筹划，确保
自身可以充分享受该类政策带来的优惠。

另外，在国际普遍降税减负的大趋势中，中国大陆此次进一步减税降费，也是应对国际税改与提升国
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国内而言，减税政策优惠将有利于国内的经济发展，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同时能够吸引更多国外资本到我国投资各类经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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