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1年10月10日联合发
布财税[2011]88号文件（以下简称“88号文件”），规定原财税[2009]115
号文件（以下简称“115号文件”）中的有关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
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和符合条件的内外资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
全额退还增值税的优惠将继续执行。88号文件的执行期限为2011年1
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有关115号文件的具体内容，请参阅毕马威中国快讯2009年第89期。 
 
88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我们对此所做的讨论如下： 
 
 
 
 
 
 
 
 
 
 
 
 
 

中国快讯 
 

第三十八期  二零一一年十月 
 

外资研发中心继续享受增值税优惠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继续执行研发机构采购

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88号，财政部、商务部、
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 10月 10日发布，有效
期自 2011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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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享受税收优惠的外资研发中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注释： 
 
1.    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负责外资研发中心的审核认定。

有关具体的审核认定程序，请参见问题2. 
 

2.    “投资总额”是指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所载明的金额。 
 

3.    “研发总投入”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专门为设立和建设本研发中
心而投入的资产，包括即将投入并签订购置合同的资产（应提交
已采购资产清单和即将采购资产的合同清单）。   
 

4.    “研发经费年支出额”是指近两个会计年度研发经费年均支出
额；不足两个完整会计年度的，可按外资研发中心设立以来任意
连续12个月的实际研发经费支出额计算；现金与实物资产投入应
不低于60%。  
 

5.    “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是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专职从
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包括直
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相关专职科技管理人员和
为项目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设备的直接服务人员。上述人
员须与外资研发中心或其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
同。  

 
6.    “设备”是指为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技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

设备、装置和器械。在计算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时，应将进口设
备和采购国产设备的原值一并计入，包括已签订购置合同并于当
年内交货的设备（应提交购置合同清单及交货期限）。上述设备
应属于《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所列设备。  

 
 
2. 外资研发中心资格条件审核的程序如何？ 
 
 
 
 
 
 
 

 
 

 

指标 2009年 9月 30日及其之前设立
（注释 1） 

2009年 10月 1日及其之后设立
（注释 1） 

研发费用标准   

• 独立法人 – 投资总额（注释 2） 不低于 500万美元 不低于 800万美元 

• 非独立法人（公司内设部门或分
公司）– 研发总投入（注释 3） 

不低于 500万美元 不低于 800万美元 

• 所有外资研发中心– 研发经费
年支出额（注释 4） 

不低于 1,000万元 不适用 

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注释 5） 不低于 90人 不低于 150人 

累计购置的设备原值（注释 6） 不低于 1,000万元 不低于 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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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税务部门和海关为审核部门。 
 
**  公告或审核意见应自受理申请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做出。 
 
审核部门每两年对已获得免/退税资格的外资研发中心进行资格复
审。 

 
3. 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可以享受哪些税收优惠？ 
 

 
免征进口税收 

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
中所列用品，免征进口关节的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采购《科技开发、科学研究和教学设备清单》
中所列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 
 
4. 88号文件的生效时间 
 
88号文件中税收优惠的执行期限为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具体从外资研发中心取得资格的次月1日（以下简称“有效日”）起
执行。 
 
对于在2011年1月1日至11月1日期间批准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从上
述“有效日”至11月1日期间进口的设备，已缴纳税款的，可向海关
申请办理退税手续。 
 
毕马威观察 

 
根据88号文件的规定，原115号文件中规定的内外资研发中心可享受
的税收优惠政策将继续执行，这与“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及的“增强
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精神是一致的。新政策下审核部门对外资研发
中心资质出具审批意见的时间由原来的60个工作日内缩短到45个工
作日内，将有助于加快外资研发机构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过程。 
 
115号文件自2010年12月31日到期而有关新政策的88号文件在本月才
刚刚出台。如果在上述“空档期”内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因为政策不
明晰而多缴纳了税款，我们建议尽早向海关申请办理退税手续。 
 
此外，我们建议相关企业和研发中心对即将出台的有关采购国产设备
退税的具体管理办法予以关注，保证企业及时申请退税，充分享受国
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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