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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陸已自2016年5月1日起，將建築業、房地產

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納入營業稅改徵增值稅（以

下簡稱營改增）試點範圍！至此大陸流轉系體系中的

營業稅全面退出，各行各業的稅務處理多少都會受到

影響，大體上實施營改增的改革對企業都是減輕稅務

負擔的，因為根據測算，自2012年開展營改增試點

以來，截至2015年底，全大陸已累計實現減稅人民

幣6,412億元。營改增如全面實施，2016年起年減稅

金額可達人民幣5,000億元。此減稅效果能否讓廣大

台商共享，除了政策的內容要掌握外，企業更應知道

如何合法的把政策用活。

坊間已有諸多大陸營改增的專門討論文章，本文

因篇幅所限，只能就營改增的幾項實務問題，提出解

析，希望能有助台商正確享受到營改增的減稅效果。

二、大陸營改增政策的注意事項

(一)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選擇

營改增後開票企業如果覺得營改增後銷項稅率

提高（例如從原來的5%營業稅提高到了11%的增值

稅），而覺得划不來，開票企業可考慮適用小規模納

稅人而適用3%的徵收率，如此至少可比原來的5%

營業稅少了9%的稅率（一樣進項稅額不能抵扣）。

營改增行業適用的營收標準，與原來貨物貿易的標

準有大幅的提高了（500萬以下仍可適用小規模納稅

人），具體參見下表。

(二)營改增增值稅發票開立時機的掌握

同樣是開增值稅發票，銷售貨物時開立發票的時

間規定是以貨物移送時開票為一般規定（賒銷、分期

付款、預收款等另有例外規定），但銷售服務的營改

增開票時機略有不同（對企業較有利），大體上根據

以下規定實施：

1. 在應稅行為發生過程中或者完成後收取款項的當

天。

2. 提供建築服務、租賃服務採取預收款方式的，為收

到預收款的當天。

3. 書面合同確定的付款日期的當天；未簽訂書面合同

或者書面合同未確定付款日期的，為應稅行為完成

的當天（此為有利納稅人的重點，即服務未完成就

算已收到款仍可暫不開發票）。

大陸全面實施

文／李仁祥

「營改增」

重點解析

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的營收標準

從事貨物生產

或者提供應稅

勞務的納稅人

年應稅銷售額

≦50萬元

年應稅銷售額

＞50萬元

批發或零售的

納稅人

年應稅銷售額

≦80萬元

年應稅銷售額

＞80萬元

營改增行業的

納稅人

應稅服務年銷售

額≦500萬元

應稅服務年銷售

額＞500萬元

納稅人

小規模

納稅人

一般

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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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正確瞭解營改增增值免稅與零稅率的

	 差別

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如果適用的是免稅規定，即代

表他的銷售額免徵銷項稅額，但因此銷售行為所對應

的進項稅額是不能抵扣的（就算拿到增值稅專用發票

也不可以）。反之，如果適用的是零稅率規定，即代

表不但銷售額免徵銷項稅額，此銷售行為所對應的進

項稅額是可以抵扣的，由此看出零稅率比免稅對納稅

人更有利，所以企業如果對某些不容易明確的銷售行

為應盡可能從課稅行為替換為零稅率或免稅行為。例

如同樣從大陸向台灣收取一筆服務費，如果能主張此

服務行為全部在大陸境外提供，則可不用交銷項稅

額，而境外提供的服務，區分不同服務性質依照以下

規定適用免稅或零稅率的課稅規定。

【營改增的免徵增值稅政策】

(一)下列發生在境外的服務

1. 建築服務

2. 工程監理服務

3. 工程勘察勘探服務

4. 會議展覽服務

5. 倉儲服務

6. 有形動產租賃服務

7. 廣播影視節目（作品）的播映服務

8. 文化體育服務、教育醫療服務、旅遊服務    

(二)為出口貨物提供的郵政服務、收派服務、保險服

務（包括出口貨物保險和出口信用保險）。

(三)向境外單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費的下列服務和

無形資產：

1. 電信服務

2. 智慧財產權服務

3. 物流輔助服務（倉儲服務、收派服務除外）

4. 鑒證諮詢服務

5. 專業技術服務

6. 商務輔助服務

7. 廣告投放地在境外的廣告服務

8. 無形資產

(四)以無運輸工具承運方式提供的國際運輸服務。

(五)為境外單位之間的貨幣資金融通及其他金融業務

提供的直接收費金融服務，且該服務與境內的貨

物、無形資產和不動產無關。

(六)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服務。

此處所說的其他服務，內容繁多，無法一一例

舉，參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過渡政策的規定》

共計四十大項。

以下列出數項供參考：

1. 養老機構提供的養老服務

2. 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

3. 從事學歷教育的學校提供的教育服務

4. 個人轉讓著作權

5. 個人銷售自建自用住房

6. 納稅人提供技術轉讓、技術開發和與之相關的技術

諮詢、技術服務

【營改增的增值稅零稅率適用範圍包含】

(一)國際運輸服務

(二)航太運輸服務

(三)向境外單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費的下列服務：

（此點應與免稅項目認真比較）

1. 研發服務

2. 合同能源管理服務

3. 設計服務

4. 廣播影視節目（作品）的製作和發行服務

5. 軟體服務

6. 電路設計及測試服務

7. 資訊系統服務

8. 業務流程管理服務

9. 離岸服務外包業務

10. 轉讓技術

(四)工程施工企業要善用過渡期與簡易徵收的政策

工程施工企業之稅率由3%營業稅改為11%增值

稅後，可善用以下政策：

1. 指開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的項目，可適

用3%簡易徵稅。

2. 包工不包料或包工包輔料的項目，可適用3%

簡易徵收。

(五)建築業的過渡期與簡易計稅政策

1. 建造或使用房地產的期間可能長達數十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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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善用過渡期的政策，對房地產項目的取得

或徵稅關係很密切。原則上一般納稅人銷售

2016年5月1日後取得或自建的不動產，應適

用一般計稅方法（即銷項稅率為11%，但買

方可以抵扣進項稅額），若銷售的是2016年

4月30日前取得或自建的不動產，可以選擇適

用簡易計稅方法（按照5%的徵收率計算應納

稅額，但買方不可抵扣進項稅額），也可選擇

適用一般計稅方法。

2. 購進不動產，分期抵扣適用於11%增值稅率

的不動產進項稅額，第一年可抵扣60%，而

餘下的40%可於第二年抵扣。

3. 房地產開發企業中的小規模納稅人（營收標準

如前所述），銷售自行開發的房地產項目（不

管取得日期），都可按照5%的徵收率計稅。

4. 一般納稅人出租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

動產，可以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按照5%

的徵收率計算應納稅額。一般納稅人出租其

2016年4月30後取得的不動產，應按不動產租

賃品目徵收，適用11%稅率（此條規定適用

於台商工廠多餘廠房出租）。

5. 小規模納稅人出租其取得的不動產（不含個人

出租住房），應按照5%的徵收率計算應納稅

額。

17%調降為6%。一般企業取得開立的利息費

用、與貸款業務直接相關的佣金與手續費支出所

產生的進項稅額，均不可抵扣。

 (七)營改增取得的進項稅額不能抵扣的規定

企業不要以為只要拿到增值稅專用發票都可以抵

扣，以下行為，就算拿的到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也

都不可抵扣：

1. 用於簡易計稅方法計稅項目、免徵增值稅項

目、集體福利或者個人消費（含交際應酬消

費）的購進貨物、加工修理修配勞務、服

務、無形資產和不動產。

2. 非正常損失項目購進的貨物、加工修理修配勞

務、服務和不動產等。非正常損失是指因管理

不善造成貨物被盜、丟失、黴爛變質，以及因

違反法律法規造成貨物或者不動產被依法沒

收、銷毀、拆除的情形。

3. 購進的旅客運輸服務、貸款服務、餐飲服務（即

住宿服務可抵扣）、居民日常服務和娛樂服務。

4. 接受貸款服務向貸款方支付的與該筆貸款直接

相關的投融資顧問費、手續費、諮詢費等費

用，其進項稅額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

5. 原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兼有營改增業務的，截止

到納入營改增試點之日前的增值稅期末留抵稅

額不能拿來抵扣營改增項目的銷項稅額。

中國大陸22年來最重要的稅改「營

改增」（營業稅改徵增值稅）5月

1日全面上路，適用範圍新增了建

築、房地產、金融和生活服務業等

四大行業。圖為一位福州酒店的顧

客開心展示他的「營改增」發票。

©法新社

(六)一般企業取得金融業增值

稅發票抵扣的注意事項

金融業的稅率由5%營業

稅改為6%增值稅，同時

租賃公司的融資性售後

回租業務由租賃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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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了解更多詳情，請與經濟部「台商聯合

服務中心」（02）23820495聯繫，或瀏覽「全
球台商服務網網站」（http://twbusiness.nat.
gov.tw）

經濟部廣告

1. 請求協處人應為在中國大陸地區
投資之台商且為投資糾紛之當事

人。

2. 投資及投資人均應符合兩岸投保
協議第一條之規定。

3. 請求案件投資糾紛之對象應為大
陸地區之相關部門或機構（P-G
案件）。

適用範圍

1. 投資人應以書面方式提出，如委
託他人提出時，應出具委任書。

2. 行政協處請求書之提出，得以親
送、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送達台

商聯合服務中心；如以電子郵件

傳送者，於傳送後，應另以電話

確認是否寄達。

申請程序

行政協處為經濟部協助投資人解決

與大陸地區相關部門或機構間之投

資爭端，但行政協處本身並無停止

或中斷請求協處人依大陸地區法律

提起行政救濟法定期間或司法訴訟

程序法定期間之效力，投資人仍應

自行注意法定期間，適時提起行政

救濟或司法訴訟，以確保本身權

益。

提醒事項

532016年6月號／294期

經
貿
講
座

建議開始試點當月月初，企業將應按不得抵扣

的原增值稅留抵稅額，做如下帳務處理，以區

分前期的進項稅額性質。

借：應交稅費—期初留抵掛帳稅額

貸：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或留抵

稅額）

三、全面營改增對製造業台商轉型投資

　　方向的引導 
因為全面實施營改增會降低大陸流轉稅重複課

稅的問題，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有利於各行

業將其業務流程中的一個或幾個服務環節從原企業

中分離出來，設立獨立的法人企業或者外包給專業

的社會化服務業企業。

未來大陸政府著重從以下六個方面鼓勵製造業

企業分離發展現代服務業：

1. 分離發展科技研發服務：鼓勵生產製造企業將研

發中心、技術中心、重大產業技術平台等，組建

成專業化的具有科技研發、技術推廣、工業設計

和節能環保功能的服務型企業；

2. 分離發展現代物流服務：鼓勵生產製造企業利用

現有的倉儲能力和庫房、運輸車輛以及原材料等

資產，投資組建獨立的物流配送公司，對企業生

產資料和產品實行統一配送。

3. 分離發展貿易行銷服務：鼓勵有條件的生產製造

企業成立獨立核算的貿易和行銷企業，利用生產

企業的品牌優勢，開展協力廠商貿易。

4. 分離發展專業配套服務：鼓勵企業將售後服

務、安裝維護、物業管理、後勤保障和教育培訓

等內部配套服務剝離，整合資源，組建獨立經營

並能兼顧社會化服務的配套服務企業。

5. 分離發展設計策劃服務：鼓勵企業將設計、諮

詢、策劃、廣告、創意等環節分離，打造一批高

附加值、高層次的設計策劃企業。

6. 分離發展其他服務：鼓勵企業將業務環節中其他

有利於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專業服務進行分離，培

育流程外包專業企業。

（本文作者為昆山漢邦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