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值税试点改革对不同服务提供商的影响 

 

五月初发布的毕马威中国快讯第七期 《增值税改革对交通和物流业

影响分析（第一部分）》着重探讨了增值税试点改革所涵盖的交通运

输业和物流服务业的范围。 

 

分析的第二部分，即本期中国快讯，着眼于试点改革对该行业内不同

服务提供商的具体影响。考虑到将货物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会涉及到

不同的服务提供商或运输方式，因此必须综合考虑试点所带来的影

响。 

 

航空运输服务 

 

目前增值税试点改革仅适用于总机构在上海的部分航空企业，包括中

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货运航空公司和春秋航空公司等。根

据财税[2011]133号（以下简称“133号文件”）的规定，其它的外资

航空公司和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的非上海航空企业仍按

照现行营业税政策的规定缴纳营业税。 

 

第七期中国快讯中提及经许可的国际旅客或者货物运输服务的增值

税税率为零。只有境内交通运输服务才需要缴纳增值税。同时，133

号文件又规定境内航空公司提供的旅客利用里程积分兑换的航空运

输服务，不征收增值税。133号文件还规定，试点企业已售票但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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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航空运输服务取得的逾期票证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

收增值税。这些优惠措施与营业税框架下对于类似交易（例如：酒店

预订取消）所取得的收入征税的规定似乎有所不同。 

   

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的境内航运企业 

 

根据财税[2010]8号文件的规定，境内公司提供的国际运输劳务免征

营业税。这一优惠政策在增值税试点改革中得到了延续：取得国际运

输经营许可证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

零税率。换句话说，这些增值税纳税人在对外提供服务时不仅没有增

值税销项税的负担，与此服务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还可以抵扣或申

请退税。 

 

这里所指的国际运输服务包括：在境内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出境，在境

外载运旅客或者货物入境和在境外发生载运旅客或者货物的行为。 

 

对于适用零税率的出口劳务而言，服务提供方适用与出口货物一样的

免抵退税办法，即：（1 ）免征本环节增值税；（2 ）对应的进项税

额可抵扣境内服务的应纳税款；（3）如果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大于销

项税额，未抵扣的部分予以退税。在免抵退税方法下，增值税退税率

与增值税征税率相同，因此不会产生增值税成本。 

 

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的航运企业还需要考虑如下问题： 

 

     哪些费用所对应的进项税可以抵扣？哪些费用可以抵减销售额？ 

 

   若对于在营业税框架下允许扣除的费用采用抵减销售额的方式扣

除，企业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如果纳税人按照差额计算缴纳增值税，但又需要给客户按照收费总

额开具发票，在这种情况下，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如何开具？  

 

   纳税人如要享受国际运输服务的零税率或者免税的优惠政策，该提

交哪些文件？  

  

国际航运企业 

 

国际运输，特别是国际航运企业的增值税处理在实际中面临着很多复

杂的问题。我们将相关问题总结如下，供企业参考： 

 

     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或海运协定对某些税种

（如：营业税）有免税的规定。增值税试点改革后，企业需要仔

细考虑这些协定所涵盖的税种范围，以确定是否能够适用增值税

免税的规定。对这些协定内容进行修订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如果协定中已有增值税免税的相关条款，需要考虑与服务相关的

各项费用是否也适用协定中的免税规定。举例来说，在协定下，

运费可能适用增值税免税规定，但在某些情况下利润分享或特许

权使用费的支付则不适用此规定。航运企业可能希望能够沿用原

营业税框架下各项费用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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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协定中没有增值税的免税规定，或者根本没有签订相关协

定，那么就需要由境内的代理人或服务的接受方代扣代缴相关的

税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保代扣代缴税义务的正确履行。特

别是在服务接受方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情况下，还需要为其提

供相关文件以便于其完成进项税抵扣。交易双方还需考虑是否要

对服务价格进行调整 ，这一点在服务接受方可以抵扣进项税的情

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航运公司在将货物运到上海港口时会发生许多港口费用和

其他费用。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费用可否根据财税[2011]131号文

件中的免税规定享受免税待遇。此外，如果将港口费用和其他费

用的发票开给上海当地的航运代理机构，增值税免税规定如何适

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航运代理机构 

 

许多国际航运公司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独立法人机构或者指定第三方

作为其代理机构。实践中，除了自身的增值税申报，这些机构还需要

负责国际航运公司相关的增值税纳税事宜。这些代理机构需要考虑的

问题包括： 

 

    在试点政策下，这些代理机构需要就其提供的服务按照6%的税率

缴纳增值税，因此有进行增值税纳税人登记的问题 

 

     是否需要对国际航运公司为其上海客户所提供的服务履行代扣

代缴增值税的义务 

 

     需要向服务接受方提供哪些资料以便于其进行进项税抵扣 

 

     航运代理机构为国际航运企业提供的服务是否适用增值税免税

规定 

 

     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如何将代理机构从自身营业活动中取得的

收入和以自己名义开具发票， 但实质是国际航运公司的收入相区

分 

 

货运代理企业 

 

货运代理服务作为物流辅助服务的一种，需要按6%的税率缴纳增值

税。实践中影响航运企业和航运代理机构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货运代

理人。除此之外，货运代理企业还面临着如下问题： 

 

     货运代理企业向境外企业提供服务可能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的

优惠，这就涉及进项税额转出或者正确划分进项税额的问题 

 

     在货运代理服务免征增值税的情况下，尚未明确服务提供方需要

提交哪些文件来享受优惠政策 

 

     在将货运代理服务转包给境外关联企业时，需要考虑是否需由境

内企业来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以及是否需要按收入总额缴纳增值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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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货运代理服务转包给境外关联企业时，需要考虑是应该以增

值税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来计算其代扣代缴的企业所得税款 

 

     在将货运代理服务分包给境内的其他企业时，税务处理会因具体

情况而有所不同，需考虑承包商注册地是在上海还是境内的其他

地方，承包商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陆路运输 

 

许多从事陆路运输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增值税试点政策下所面临

的问题在于：自2012年1月1日起这些纳税人在对外提供服务时要按

11%的税率计算销项税，但除非他们购买新的卡车或其他的运输工具

或者缔结新的租约，否则不会有较大金额的进项税额来进行抵扣，这

样就会造成纳税人在支付增值税和进行进项税抵扣之间的时间差。 

 

陆路运输企业面临的问题更多地来源于现实。举例来说，燃油成本占

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很大。企业能否成功地进行燃油费用进项税额的抵

扣取决于企业能否取得像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符合规定的凭据。此

外，路桥费作为陆路运输企业的另一大成本, 是不允许在计算营业税

或者增值税的时候予以扣除的。 

 

对陆路运输企业而言，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行业的细分。大型企业

一般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这些企业在签订服务合同后会将一部分业

务分包给当地的小型服务提供商。由于这些小型服务提供商往往不能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会导致重复纳税的问题，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

间。 

 

仓储服务 

 

仓储服务作为物流辅助服务的一部分也被涵盖在了此次增值税试点

改革范围之中。但是，对于原来在营业税框架下不适用差额缴税方法

的仓储企业而言，现在也只可以根据其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完成进项抵

扣。对于从上海以外的企业取得的仓储费用，仍不可以在缴纳增值税

时抵减其销售额。 

 

购买固定资产以及其他仓储设施的进项税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抵

扣也对仓储服务提供商有着重大的影响。企业所购买的仓库由于适用

营业税框架下购买不动产的规定，因此没有可以抵扣的进项税。企业

购买的建筑劳务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无法抵扣进项税。但购买其他的固

定资产和设备是可以进行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 

 

仓储服务合同往往为长期合同，仓储服务提供商是否能够将增值税税

负转嫁可能会受到合同的限制。这也是仓储服务中的常见问题。 

 

毕马威能提供的服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交通和物流业纳税人在执行增值税试点改革

政策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需要等到增值税

改革在全国铺开且一系列技术层面的问题得以明确的时候才能得到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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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们在上海增值税试点改革的过程中提供专业服务的经验，交通

和物流企业所需考虑的主要问题包括： 

 

     就主要的收入和费用项目进行详细分析，以评估增值税试点改革

对财务方面的影响，以及是否有必要对服务价格进行调整 

 

     针对不同业务模式进行分析，以便于企业在日常业务活动中适用

正确的增值税税务处理 

 

     对管理层或增值税试点改革项目组提供技术支持并对骨干员工

进行相应培训 

 

如果贵公司想详细了解毕马威中国在增值税改革方面可以提供的专

业服务，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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