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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享 75%研发加计扣除 
 
 

背景 

2017 年 4 月 1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按照本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为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增后劲，

在一季度已出台的降费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系列减税举措，包括

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试点税收优惠、商业健

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至全国等。 

其中，为进一步激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科技创新，提出“提

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由 50%提高至

75%。” 

为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科技部近日连续发布《关于提高科技

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 号，

以下简称“34 号文”）和《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的通

知》（国科发政[2017]115 号，以下简称“115 号文”），对相关政策

执行口径，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和管理办法予以明确。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

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

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

（财税[2017]34 号），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 

•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印发<科技

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的

通知》（国科发政

[2017]115 号），2017

年 5 月 3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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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34 号文明确，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科技型

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 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

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

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 相关其他政策口径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

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 号，以下

简称“119 号文”）规定执行。 

根据 115 号文的规定，科技型中小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居民企业。 

（二） 职工总数不超过 500 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 2 亿元、资产总额

不超过 2 亿元。 

（三） 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限制和淘汰类。 

（四） 企业在填报上一年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

严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且企业未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五） 企业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分值不低

于 60 分，且科技人员指标得分不得为 0 分。 

对于符合以上第（一）~（四）项基本条件的企业，若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中的一项，则无需再按照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可直接确认符合科

技型中小企业条件： 

（1） 企业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2） 企业近五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在前

三名； 

（3） 企业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 

（4） 企业近五年内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具体包括科技人员、研发投入、科技成果三类，

满分 100 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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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人员指标（满分 20 分），按科技人员（企业直接从事研发和相

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管理和提供直接服务的人

员）数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分档评价（共六档），10%以下为 0

分，30%（含）以上为 20 分。 

• 研发投入指标（满分 50 分），可选择按企业研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

入总额或成本支出总额的比例分档评价（共六档）。占销售收入总

额 2%以下为 0 分，6%以上为 50 分；占成本费用总额 10%以下为

0 分，30%以上为 50 分。 

• 科技成果指标（满分 30 分），按企业拥有的在有效期内的与主要产

品（或服务）相关的知识产权类别和数量分档评价（共六档），没

有知识产权为 0 分，1 项及以上 I 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国家新

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为 30 分，仅拥有 II 类知识产权

（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为 6 分到 24 分。 

企业对其是否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进行自主评价，在“全国科技型

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在线填报企业信息

后，经省级科技管理部门确认信息完整其符合条件的，在服务平台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

（以下简称“信息库”），并赋予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登记编号（以下

简称“登记编号”）。 

已入库企业应在每年 3 月底前通过服务平台对其信息进行更新，并对其

是否仍符合条件进行自主评价。 

 

毕马威观察 

在鼓励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下，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刚刚发布了《“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指引汇编》，其中囊括了截至 2017 年

5 月 10 日，针对创业就业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的 83 项税收优

惠措施。本次推出的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政策，

即属于企业成长期税收优惠中的一项。 

该政策给予的 75%的加计扣除比例，对于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来

说，无疑是重大利好。同时，由于该政策采取企业自主评价、自主填报、

自主享受，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小企业享受优惠的效率，并降低相关的成

本。企业在进行自主评价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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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符合第（一）~（四）项基本条件的企业，若能符合直接确认

条件中的一项，如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等，则可无

需再按照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而可直接确认为符合条件的企业。

这不仅增强了不同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也进一步降低了企

业享受优惠政策的相关成本。 

• 评价指标中对于企业科技人员的定义为，企业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

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管理和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

该定义与一般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中研究开发人员的范围不同，

与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中企业科技人员的定义类似，但也略有差异，

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 相比普通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该政策在关注企业是否进

行了研发活动和发生对应的研发费用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科技人员

占比和知识产权提出了类似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要求。同时，该政策

的某些标准体现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新的探索方向，例如对科技人

员和研发费用占比亦取分档评分而不是一刀切。 

• 另外，考虑到对于中小科技型企业来说，业务模式的不同可能导致

盈利模式的不同，如果一味要求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销售收入总

额的一定比例，可能会对部分企业有失公允。因而，在研发费用总

额占销售收入总额比例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引入了研发费用总额占

成本支出总额的比例，并且允许企业自行选择，这无疑给予了企业

很大的自由度。但此处政策未明确，企业在各年度间能否对该项指

标的选择进行更改，可否每年均根据当年度的情况，选择对自身最

有利的比例计算方式进行评分。 

当然，虽然对于是否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该政策采取的是企业自

主评价的方式，但对于其他研发加计扣除的政策口径均按照 119 号文的

规定执行。因而，企业应按照 119 号文的规定对享受加计扣除的研发费

用按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已入库企业，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将进行抽查，

对不符合条件的，撤销其当年度登记编号并在服务平台上公告。因此企

业应重视该加计扣除优惠的管理，以保证合规享受科技型中小型企业加

计扣除税收优惠。 

毕马威建议科技型中小企业对照评价标准进行自评，并尽早做好筹划，

以便能满足该税务优惠政策的要求，为 2017 年度的加计扣除做好充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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