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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和 国 财 政

华

总

海 关 总

⒛19年第39号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

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增值税实质性减

税,现将⒛19年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以下称纳税人 )发生增值税应税销

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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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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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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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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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19年6月 ⒛日前 (含⒛19年 4月 1日 前 ),纳税人出口前款所

涉货物劳务、发生前款所涉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

法的,购进时已按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

税率,购进时已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扰行调整后的出口退

税率 ;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执行调整前的出口退税率,在

计算免抵退税时,适用税率低于出口退税率的,适用税率与出口退

税率之差视为零参与免抵退税计算。

出口退税率的执行时间及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

的时间,按照以下规定执行: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 (保税区及经

保税区出口除外),以海关出口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非

报关出口的货物劳务、跨境应税行为,以 出口发票或普通发票的

开具时间为准 ;保税区及经保税区出口的货物,以货物离境时海关

出具的出境货物各案清单 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四、适用13%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

11%;适用甄税率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物品,退税率为8%。

⒛19年 6月 30日 前,按调整前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前

的退税率;按调整后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执行调整后的退税率。

退税率的执行时间,以退税物品增值税普通发票的开具日期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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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⒛19年 4月 1日 起,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

的规定》 (财税 〔⒛16〕 36号 印发 )第一条第 (四 )项第1`点 、第

二条第 (一 )项第1点停止执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

建工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2年抵扣。此前按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

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 自⒛19年4月 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

抵扣。

六、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

(一 )纳税人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暂按照以下规定确

定进项税额 :

1,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为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2.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为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 )÷ (卜9%)× 甄

3.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为按照下列公式计

算的进项税额: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 (⒈9%)× 9%

4,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的,按照

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公路、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 撕

(二 )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 (财税 〔⒛16〕

36号 印发 )第二十七条第 (六 )项和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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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项的规定》 (财税 〔⒛16〕 36号 印发 )第二条第 (一 )项第5

点中
“
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

务和娱乐服务
”
修改为

“
购进的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

服务和娱乐服务
”。

七、自⒛19年 4月 1日 至⒛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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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下称加计抵减政策 )。

(一 )本公告所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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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称四项服务 )取

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纳税人。四项服务的具

体范围按照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 (财税 〔⒛16〕

36号 印发 )执行。

⒛19年 3月 31日 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⒛18年 4月 至⒛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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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19年4月 1日 起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⒛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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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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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年度销售额计算确定。

纳税人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

减政策当期一并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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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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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计

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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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佘额+当 期计提加

计抵减额-当 期调减加计抵减额

(三 )纳税人应按照现行规定计算一般计税方法下的应纳税

额 (以下称抵减前的应纳税额 )后 ,区分以下情形加计抵减:

1.抵减前的应纳税额等于零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部

结转下期抵减;

2,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大于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

的,当 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全额从抵减前的应纳税额中抵减;

3.抵减前的应纳税额大于零,且小于或等于当期可抵减加计

抵减额的,以 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抵减应纳税额至零。未抵减

完的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四 )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

抵减政策,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

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 =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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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

部销售额

(五 )纳税人应单独核算加计抵减额的计提、抵减、调减、

结余等变动情况。骗取适用加计抵减政策或虚增加计抵减额的,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六 )加计抵减政策执行到期后,纳税人不再计提加计抵减

额,结佘的加计抵减额停止抵减。

八、自⒛19年 4月 1日 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一 )同 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可 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1.自 ⒛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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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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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自 zO19年 4月 1日 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 (退 )政策

的。

(二 )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⒛19年 3月 底相比新

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6—



(三 )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按照以下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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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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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纳税人应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退还留抵税额。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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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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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税额后,应相应调减当期留抵

税额。按照本条规定再次满足退税条件的,可 以继续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退还留抵税额,但本条第 (一 )项第1点规定的连续期间,

不得重复计算。

(七 )以虚增进项、虚假申报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留抵退

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按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八 )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中央、地方分担机制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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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公告自⒛19年 4月 1日 起执行。

特此公告。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

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人民银

行、审计署、银保监会、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国家税务总

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财政部驻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财政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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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19年 3月 21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