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全面推進「營改增」改革

2016年 3月 23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佈了財稅〔2016〕36號文《關於全面
推開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以下簡稱為「36 號文」）。36 號文明確了自
2016年 5月 1日起， 中國全面實施營業稅改徵增值稅改革（「營改增」）， 將建築業、
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納入增值稅範疇，並修訂原有關於交通運輸、現代服務業

和郵電通信業的增值稅規定。此外，36號文亦明確了新納入營改增試點行業的跨境免稅
及零稅率政策。隨著中國實現增值稅對貨物和服務的全覆蓋，有著多年歷史的營業稅亦正

式退出歷史舞台。

36號文由通知加以下 4個附件組成：

1. 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實施辦法
2. 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有關事項的規定
3. 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過渡政策的規定
4. 跨境應稅行為適用增值稅零稅率和免稅政策的規定

36號文及其相關附件和規定從 2016年 5月 1日起執行，而以財稅〔2013〕106號為主
的原有營改增文件亦自該日起相應廢止。以下我們將介紹 36號文的要點。

1. 關於納稅人和徵收範圍的基本規定

根據 36號文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服務、無形資產或者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
為增值稅納稅人。

36號文調整了增值稅應稅範圍，包括新增了銷售無形資產和不動產兩項大類，而銷售服
務亦細分為以下 7個類別，即交通運輸服務、郵政服務、電信服務、建築服務、金融服務、
現代服務和生活服務。

此外，36號文所附的《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註釋》對原有應稅行為範圍進行更
明確的分類，當中包括 :

- 將原歸入「研發和技術服務」的「技術轉讓、技術諮詢」分別納入「銷售無形資產」
和「鑒證諮詢服務」

- 將原歸入「物流輔助服務」 的「貨運代理、代理報關」納入新增的「商務輔助服務」
- 將原歸入「業務流程管理」的「信息系統增值服務」獨立成節
- 將原歸入「有形動產租賃」的「融資性售後回租」納入「金融服務」
- 將部分「物流輔助」服務定義為「無運輸工具承運業務」納入 「交通運輸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 36號文為原有無形資產的定義作出詳細的解釋，明確將連鎖經營權、會員
權、網絡遊戲虛擬道具及域名等納入增值稅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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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36 號文，應稅行為是指有償銷售服務、無形資產或者不動產。有償，是指取得貨
幣、貨物或者其他經濟利益。非經營活動中銷售服務、無形資產或者不動產不屬於發生

應稅行為，不徵收增值稅。

36號文附件 1《試點實施辦法》第 12條對於何謂「境內」 銷售作出以下界定：

1）服務（租賃不動產除外）或者無形資產（自然資源使用權除外）的銷售方或者購買 
 方在境內；

2）所銷售或者租賃的不動產在境內；
3）所銷售自然資源使用權的自然資源在境內； 
4）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情形。

36號文亦列出以下不屬於在「境內」銷售服務或資產的情形：

n	 境外單位或者個人向境內單位或者個人銷售完全在境外發生的服務； 
n	 境外單位或者個人向境內單位或者個人銷售完全在境外使用的無形資產； 
n	 境外單位或者個人向境內單位或者個人出租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動產； 
n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規定的其他情形。

為了堵塞徵管漏洞，36號文將單位或個體工商戶無償提供服務、單位或個人無償轉讓
無形資產或者不動產全部納入「視同銷售」的應稅行為，同時為促進社會公益活動，將

以公益活動為目的或者以社會公眾為對象的情況排除在「視同銷售」的應稅行為之外。

2. 增值稅稅率和徵收率

36號文對增值稅應稅行為的稅率作出具體規定，稅率分為 3個檔別，即 6%、11%和
17%。

除了根據特殊規定或過渡規則中部分不動產銷售和租賃行為的徵收率為 5%以外，小規
模納稅人發生的應稅行為以及一般納稅人發生特定應稅行為，增值稅徵收率一般為 3%。

此外，符合特定條件的境內單位和個人發生跨境應稅行為適用零稅率或免稅管理。境內

的單位和個人銷售適用增值稅零稅率的服務或無形資產的，可以放棄適用增值稅零稅

率，選擇免稅或按規定繳納增值稅。放棄適用增值稅零稅率後，36個月內不得再申請
適用增值稅零稅率。

請見表 1有關營改增後不同行業和應稅行為的稅率變化和稅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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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值稅納稅人和納稅義務發生的時間

增值稅納稅人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小規模納稅人與一般納稅人的劃分，以

發生應稅行為年應稅銷售額為標準。《試點有關事項的規定》明確年應稅銷售額超過人

民幣 500萬元的納稅人為一般納稅人；年應稅銷售額未超過人民幣 500萬元的納稅人
為小規模納稅人。

36號文對增值稅義務發生的時間作出了修訂，根據規定納稅義務、扣繳義務發生時間
如下：

（一）納稅人發生應稅行為並收訖銷售款項或者取得索取銷售款項憑據的當天；先開具

發票的，為開具發票的當天。 

 收訖銷售款項，是指納稅人銷售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過程中或者完成後收到

款項。 

 取得索取銷售款項憑據的當天，是指書面合同確定的付款日期；未簽訂書面合同

或者書面合同未確定付款日期的，為服務、無形資產轉讓完成的當天或者不動產

權屬變更的當天。 

（二）納稅人提供建築服務、租賃服務採取預收款方式的，其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收到

預收款的當天。 

（三）納稅人從事金融商品轉讓的，為金融商品所有權轉移的當天。 

（四）納稅人發生辦法第 14條規定有關視同銷售情形的，其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服務、
無形資產轉讓完成的當天或者不動產權屬變更的當天。 

（五）增值稅扣繳義務發生時間為納稅人增值稅納稅義務發生的當天。 

4. 境外單位和個人在境內發生應稅行為的扣繳稅款問題

境外單位或個人在境內銷售服務、無形資產或者不動產，且沒有在境內設立經營機構的

情況下，扣繳義務人應按照下列公式計算應扣繳稅額： 

應扣繳稅額 =購買方支付的價款÷（1+稅率）×稅率 

舉例 :某境外公司為國內納稅人提供諮詢服務，合同價款為人民幣 100萬元，且該境外
公司在境內沒有設立經營機構。由於服務購買方為增值稅扣繳義務人，購買方應當扣繳

的增值稅稅額計算如下： 

應扣繳增值稅 =人民幣 100萬元÷（1+6%）×6%= 人民幣 5.66萬元 

對於增值稅的代扣代繳義務，增值稅暫行條例和財稅〔2013〕106號文件均規定對於
在境內未設有經營機構但有代理人的境外單位或個人發生應稅行為，以代理人為扣繳義

務人；在境內沒有代理人的，以購買方 /應稅服務接受方為增值稅扣繳義務人。請注意
36號文件對扣繳義務有進一步的規定，只要境外單位或個人在境內未設有經營機構的，
不管其是否有代理人，均以購買方為增值稅扣繳義務人。

5. 兼營和混合銷售

36號文就兼營和混合銷售作出規定。納稅人兼營不同稅率或徵收率項目，應當分別核
算適用不同稅率或徵收率的銷售額，未分別核算的 , 從高適用稅率或徵收率；一項銷售
行為如果涉及服務和貨物為混合銷售，從事貨物的生產、批發或零售，或前述經營為主

的單位和個體戶納稅人按照銷售貨物繳納增值稅，其他納稅人按照銷售服務繳納增值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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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理商業目的

對於納稅人價格明顯偏低或者偏高且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應稅行為，36號文規定稅
務機關有權確定其銷售額。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是指以謀取稅收利益為主要目的，通

過人為安排，減少、免除、推遲繳納增值稅稅款，或者增加退還增值稅稅款。

7. 進項稅額抵扣

36號文增加了以下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的進項項目：

- 非正常損失的不動產，及該不動產所耗用的購進貨物，設計服務和建築服務；
- 非正常損失的不動產在建工程所耗用的購進貨物，設計服務和建築服務；
- 購進的貸款服務、餐飲服務、居民日常服務及娛樂服務。要注意的是貸款服務  
 中與該筆貸款直接相關的投融顧問費、手續費、諮詢費等進項稅額也不得抵扣。

另外，36號文將不動產納入抵扣項目，根據規定，一般納稅人在 2016年 5月 1日後
取得並按固定資產核算的不動產或在 2016年 5月 1日後取得的不動產在建工程，其進
項稅額可分兩年抵扣，即第一年抵扣 60%，第二年抵扣 40%。但以上政策不適用於房
地產開發企業自行開發的房地產項目，以及融資租入的不動產。

8. 差額徵稅政策

除另有規定外，增值稅銷售額是指納稅人取得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但 36號文對部
分業務作出特殊規定，允許融資租賃、航空運輸、經紀代理、旅遊服務等業務收取的銷

售額扣除特定支出後，以餘額計算繳納增值稅。

9. 有關建築業的特殊規定

根據 36號文，建築業適用一般計稅方式，稅率為 11%。規定明確以下項目可選擇簡易
計稅方法：

- 以清包方式提供的建築服務
- 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築服務（甲供工程是指全部或部分設備、材料、動力由工程發
包方自行採購的建築工程。）

- 為建築工程老項目（即開工日期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提供的建築服務

一般納稅人跨縣（市）提供建築服務，適用一般計稅方法的，應以取得的全部價款和價

外費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後的餘額，按照 2%的預徵率在建築服務發生地預繳稅款後，
向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進行納稅申報。

一般納稅人跨縣（市）提供建築服務，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的，或小規模納稅人跨縣

（市）提供建築服務，應以取得的全部價款和價外費用扣除支付的分包款後的餘額，按

照 3%的徵收率在建築服務發生地預繳稅款後，向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進行納稅申
報。

在境外提供的建築服務或工程監理服務，可適用增值稅免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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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房地產業的特殊規定

根據 36號文，房地產業適用一般計稅方式，稅率為 11%。房地產開發企業中的一般納
稅人銷售其開發的房地產項目（選擇簡易計稅方法的房地產老項目除外），以取得的全

部價款和價外費用，扣除受讓土地時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土地價款後的餘額為銷售額。

不動產銷售及出租的過渡政策

36號文為房地產業制定了過渡政策。一般納稅人銷售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不
含自建）的不動產，可選擇簡易計稅方法，以全部收入減去不動產的購置價或作價後，

按照 5%徵收率在不動產所在地預繳增值稅後，向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進行納稅申
報；一般納稅人銷售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自建的不動產，可以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
法按照 5%徵收率計稅；請見表 1：

表 1：非房地產開發企業一般納稅人不動產銷售的過渡政策

銷售

房地產開發企業中的一般納稅人，銷售自行開發的房地產老項目（即《建築工程施工許

可證》注明的合同開工日期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可以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按
照 5%徵收率計稅；如房地產開發企業採取預收款方式銷售，在收到預收款時按照 3%
的預徵率預繳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出租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的不動產，可以選
擇按照 5%徵收率預繳增值稅。請見表 2：

表 2：房地產開發企業一般納稅人銷售和一般納稅人出租不動產的過渡政策

納稅人 銷售不動產項目

性質和時間

計稅方法 在不動產所

在地預繳增

值稅

向機構所在

地主管稅務

機關進行納

稅申報

非房地產開

發企業一般

納稅人

非自建；

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得

可選擇簡易；

銷售額 =全部收入
（全部價款和價外

費用）減不動產的

購置價或作價

5%徵收率
預繳

5%

非房地產開

發企業一般

納稅人

自建；

在 2016年 4月
30日前自建

可選擇簡易； 5%徵收率
預繳

5%

納稅人 項目性質和時間 計稅方法 在不動產所

在地預繳增

值稅

向機構所在

地主管稅務

機關進行納

稅申報

房地產開發

企業一般納

稅人

銷售自行開發的房地產

老項目

即《建築工程施工許可

證》注明的合同開工日

期在 2016年 4月 30日
前

可選擇簡易； 採取預收款

方式銷售： 
3%徵收率
預繳

5%

一般納稅人

出租不動產

2016年 4月 30日前取
得不動產

可選擇簡易； 5%徵收率
預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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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銷售的一般政策

一般納稅人銷售在2016年5月1日後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動產，應使用一般計稅方法，
以全部收入減去不動產的購置價或作價後，按照 5%徵收率在不動產所在地預繳增值稅
後，向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進行納稅申報；一般納稅人銷售在 2016年 5月 1日後
自建的不動產，按照 5%徵收率計稅。

房地產開發企業以預收款方式銷售所開發的房地產項目，在收到預收款時按照 3%的預
徵率預繳增值稅後，向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進行納稅申報。房地產開發企業中的一

般納稅人銷售其開發的房地產項目（除選擇簡易計稅方法的老項目外），以取得的全部

價款和價外費用，扣除受讓土地時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土地價款後的餘額為銷售額，但預

徵環節不得扣除。

個人銷售房產

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城市，個人銷售購買不足 2年的住房按照 5%徵收率全
額繳稅；個人銷售購買 2年以上（含 2年）的非普通住房以銷售收入減去購房價款後的
差額按照 5%徵收率繳稅；個人銷售購買 2年以上（含 2年）的普通住房免稅。在其他
地區，個人銷售購買不足 2年的住房按照 5%徵收率全額繳稅；個人銷售購買 2年以上
（含 2年）的住房免稅。

不動產經營租賃

不動產經營租賃服務適用 11%增值稅稅率，簡易計稅徵收率為 5%。 

一般納稅人出租 2016年 5月 1日後取得的不動產，應按 3%預徵率向不動產所在地預
繳後，向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進行納稅申報。

個人出租不動產，以 5%的徵收率減按 1.5%計稅。

11. 有關金融業的特殊規定

金融業適用一般計稅方式繳納增值稅，稅率為 6%。金融服務是指經營金融保險的業務
活動，在稅目分類上包括貸款服務、直接收費金融服務、保險服務和金融商品轉讓。

貸款服務，以提供貸款服務取得的全部利息及利息性質的收入為銷售額。

融資性售後回租納入貸款服務，按照 6%稅率繳納增值稅。融資性售後回租，是指承租
方以融資為目的，將資產出售給從事融資性售後回租業務的企業後，從事融資性售後回

租業務的企業將該資產出租給承租方的業務活動。

金融商品轉讓，包括轉讓外匯、有價證券、非貨物期貨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權的業務活

動。而其他金融商品轉讓包括基金、信託、理財產品等各類資產管理產品和各種金融衍

生品的轉讓。金融商品轉讓按照賣出價扣除買入價後的餘額為銷售額，出現正負差，按

照盈虧相抵餘額為銷售額。盈虧相抵後餘額為負的，可結轉下期繼續抵減。但年末時仍

出現負差的，不得轉入下一個會計年度。

對下列金融服務項目不徵收增值稅：

- 存款利息收入
- 被保險人獲得的保險賠付

此外，36號文對部分金融收入項目實行免稅政策，當中包括符合規定的利息收入（如
金融同業往來利息收入、國債利息收入）、符合規定的金融商品轉讓收入、符合條件的

跨境直接金融服務收入和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險產品取得的保費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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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生活服務業的特殊規定

生活服務業適用一般計稅方式繳納增值稅，稅率為 6%。生活服務業涉及的行業較廣，
涵蓋城鄉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供的各類服務活動，包括文化體育服務、教育醫療服務、

旅遊娛樂服務、餐飲住宿服務、居民日常服務和其他生活服務。由於部分生活服務業的

客戶很大程度上為個人消費者，較難分辯是商務用途還是個人消費，因此生活服務業中

的餐飲服務、居民日常服務和娛樂服務不納入進項抵扣範圍。

此外，36號文對部分生活服務項目實施免稅政策，如在境外提供的旅遊、教育服務、
從事學歷教育學校提供的教育服務、托兒所、幼兒園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務，以及殯葬

服務等。

結語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 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從 5月 1日起全面實
施營改增，並強調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為了落實「所有行業稅
負只減不增」這承諾，在此次出台的 36號文，有關部門根據試點情況確定了
適用的增值稅稅率和抵扣範圍，同時為避免出現行業稅負增加，增設了一些優

惠條款。如對新增試點行業原則上延續原有的營業稅優惠政策，並對特定行業

採取過渡性措施等。

為避免營改增後加重建築業、房地產業的稅負，36號文提出了過渡性方案－對
老項目實行增值稅簡易徵收辦法。簡易徵收時徵收率保持不變，但由於營業稅

是價內稅，增值稅是價外稅，採用簡易徵收能有效減低稅負。

隨著建築服務、金融服務和生活服務納入增值稅範圍，令內地的增值稅鏈條更

加完整，納稅人的可抵扣範圍擴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新增應稅行為所

支付的增值稅都能抵扣，例如購進的貸款服務、餐飲服務、居民日常服務都不

能抵扣。而能抵扣的項目也不一定是按稅率或者一次性抵扣，比如適用一般計

稅方法在 2016年 5月 1日後取得的不動產或不動產在建工程，其進項稅額則
須分 2年抵扣。因此，營改增的納稅人要掌握進項稅額的抵扣範圍和抵扣規則，
並按實際需要選擇合適的供應商。納稅人也應留意生活服務業中未列明不能抵

扣的項目也不是都能抵扣，很多項目都可能屬於集體福利或者個人消費而不能

抵扣，企業應當注意區分，避免稅務風險。

此外，36號文件對應稅行為的歸類進行了調整，這將會影響增值稅的徵收品目
和適用稅率。除了新增的應稅行為，原應稅服務變化最大的是現代服務業，納

稅人提供上述已調整的應稅服務的，應按新適用的稅率或相應的徵收率申報納

稅。

值得注意的是，當納稅人兼營銷售貨物、勞務、服務、無形資產或不動產時，

應當根據相關稅法按不同的適用稅率或者徵收率分別核算銷售額，有關核算應

當從形式上及實質上均需一致，以避免由於未分別核算，又或分別核算不清，

從而需按從高適用稅率繳納增值稅。

 
中國全面推行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這是中國稅制改革的一個重大措施。在

營改增的過渡期內，我們建議納稅人及與華有業務往來的外商都應深入了解及

切實執行營改增的相關稅務政策，他們應該諮詢中國稅務顧問，了解相關的符

規要求，取得專業意見，以期減低相關的稅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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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改增”稅目分類列示表

納稅人 應稅行為 具體範圍 原營業稅

稅率

增值稅

稅率

小規模

納稅人

包括原增值稅納稅人和營改增納稅人，從事貨物銷售，提供增值稅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營

改增各項應稅服務

N/A 3%

原增值

稅一般

納稅人

銷售或者進口貨物（另有列舉的貨物除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

務

N/A 17%

糧食、食用植物油 N/A 13%

自來水、暖氣、冷氣、熱氣、煤氣、石油液化氣、天然氣、沼氣、居

民用煤炭製品

圖書、報紙、雜誌

飼料、化肥、農藥、農機（整機）、農膜

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貨物

農產品（指各種動、植物初級產品）；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二甲醚；

食用鹽

出口貨物 N/A 0%

一般納

稅人

銷售服務 交通運輸

服務

陸路運輸服務 鐵路運輸服務 3% 11%

其他陸路運輸服務

水路運輸服務 程租業務

期租業務

航空運輸服務 濕租業務

航天運輸服務

管道運輸服務 無運輸工具承運業務

郵政服務 郵政普遍服務 3% 11%

郵政特殊服務

其他郵政服務

電信服務 基礎電信服務 3% 11%

增值電信服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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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改增”稅目分類列示表

納稅人 應稅行為 具體範圍 原營業稅

稅率

增值稅

稅率

一般納

稅人

銷售服務 建築服務 工程服務 3% 11%

安裝服務

修繕服務

裝飾服務

其他建築服務

金融服務 貸款服務 貸款 5% 6%

各種佔用、拆借資金取

得的收入、融資性售後

回租

以貨幣資金投資收取的

固定利潤或者保底利潤

直接收費金融服務

保險服務 人身保險服務

財產保險服務

金融商品轉讓 金融商品轉讓

其他金融商品轉讓

現代服務 研發和技術服務 研發服務 5% 6%

合同能源管理服務

工程勘察勘探服務

專業技術服務

信息技術服務 軟件服務 5% 6%

電路設計及測試服務

信息系統服務

業務流程管理服務

信息系統增值服務

文化創意服務 設計服務 3% / 5% 6%

知識產權服務

廣告服務

會議展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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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 應稅行為 具體範圍 原營業稅

稅率

增值稅

稅率

一般納

稅人

銷售服務 現代服務 物流輔助服務 航空服務 航空地面服務 3% / 5% 6%

通用航空服務

港口碼頭服務

貨運客運場站服務

打撈救助服務

裝卸搬運服務

倉儲服務

收派服務 收件服務

分揀服務

派送服務

租賃服務 融資租賃服務 有形動產融資租賃服務 5% 17%

不動產融資租賃服務 11%

經營租賃服務 有形動產經營租賃服務 17%

不動產經營租賃服務 11%

鑒證諮詢服務 認證服務 5% 6%

鑒證服務

諮詢服務

廣播影視服務 廣播影視節目（作品）

製作服務

3% / 5% 6%

廣播影視節目（作品）

發行服務

廣播影視節目（作品）

播映服務

商務輔助服務 企業管理服務 5% 6%

經紀代理服務 貨物運輸代理服務

代理報關服務

人力資源服務

安全保護服務

其他現代服務 3% / 5% 6%

“營改增”稅目分類列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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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改增”稅目分類列示表

納稅人 應稅行為 具體範圍 原營業稅

稅率

增值稅

稅率

一般納

稅人

銷售服務 生活服務 文化體育服務 文化服務 3%/5%，
娛樂業

5%-20%

6%

體育服務

教育醫療服務 教育服務 學歷教育服務

非學歷教育服務

教育輔助服務

醫療服務

旅遊娛樂服務 旅遊服務

娛樂服務

餐飲住宿服務 餐飲服務

住宿服務

居民日常服務

其他生活服務

銷售無形

資產

銷售無形

資產

技術 專利技術 5% 6%

非專利技術

商標

著作權

商譽

其他權益性無形資

產

自然資源使用權 海域使用權 6%

探礦權

採礦權

取水權

其他自然資源使用權

土地使用權 11%

銷售不動

產

建築物 5% 11%

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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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索取更多有關資料，
歡迎聯絡： 

國富浩華稅務（香港）有限公司
Crowe Horwath Tax Services (HK) 
Limited
Member Crowe Horwath International

香港 銅鑼灣 禮頓道 77號 禮頓中心 9樓

電郵 : info@crowehorwath.hk      
電話 : +852 2894 6888     
傳真 : +852 2895 3752
客戶服務熱線 : +852 2894 6611     

國富浩華國際簡介    

國富浩華國際為全球十大會計師事務所集團網絡之一，擁有約200家獨立會計師事務所和
諮詢服務公司、約700個辦事處遍佈全世界120個國家。

國富浩華國際的成員所承諾向客戶提供高質素服務、高效率的服務流程、並且遵循一套共

同核心價值和管理理念。成員所均為當地業界翹楚，聘用熟識當地法例和習俗的當地專

才，以協助客戶拓展新業務及新市場。國富浩華國際的成員所在審計、稅務、風險和諮詢

服務領域中均已建立良好聲譽，能夠因應客戶的需要，提供個人化服務。 

如欲取得國富浩華國際更多資料，請瀏覽其網站：www.crowehorwath.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