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12年12月31日联合发布了财税[2012]84号
文（“84号文”），明确了总分支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的实质性框架
政策。对下设众多跨省市分支机构的企业，以及希望更有效控制分支
机构间接税合规行为的跨国企业和其它大型企业而言，84号文的出台
将使其获益。此外，该文件也将使分支机构有期末留抵税额的企业从
中获益。 
 
一般而言，法人实体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需要分别申报缴纳增值税。
这意味着同一法人实业可能同时在不同省市负有增值税纳税义务。由
于实践中不同省市的税务机关可能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并对增值税
相关规定作出不同的解释，可能导致企业不得不承担很多额外的合规
成本。 
 
84号文的出台明确了总分支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的基本框架。除了财
税[2013] 9号文对航空企业作出单独规定之外，目前尚未公布84号文
执行层面的具体实施细则。然而，随着84号文的发布，增值税改革的
试点企业可以开始考虑自己是否需要汇总缴纳增值税，以及汇总缴纳
增值税可能带来的影响。 
 
背景 
 
财税[2011]111号文（“111号文”）确定实施增值税改革试点方案，
目前适用于下列地区（“试点地区”）的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试
点行业”）： 
 
• 上海； 
• 北京； 
• 江苏和安徽； 
• 福建（包括厦门）和广东（包括深圳）； 
• 天津、浙江（包括宁波）和湖北。 
 

本期快讯讨论的文件 
 
• 总分支机构试点纳税人增值税计

算缴纳暂行办法（财税[2012]8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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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增值税改革试点方案将于2013年被推扩至中国其他行业及地区。 
 
111号文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纳税人，经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批准可以视为一个纳税人合并纳税，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另行制定。84号文进一步明确了具体的相关规定。 
 
适用范围 
 
84号文仅适用于增值税改革试点行业的纳税人，即目前适用于总机构
位于试点地区并从事交通运输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企业。因此，相关汇
总纳税方法适用于所有分支机构，即包括在试点地区内缴纳增值税和
在非试点地区缴纳营业税的分支机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84号文并不适用于销售或进口货物、提供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的增值税纳税人。 
 
总机构申报缴纳增值税的义务 
 
84号文规定，由总机构汇总计算总机构以及其分支机构应缴纳的增值
税额，并由总机构向其所在地（省、市）主管税务机关缴纳。这意味
着总机构承担起汇总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义务。 
 
总机构应纳增值税额的计算方法 
 
111号文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其某一期间的增
值税应纳税额： 
 
增值税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其中 ： 
销项税额=当期销售额×适用增值税税率 
 
广义而言，此方法同样适用于总机构汇总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但是，
在汇总计算销项税额时，应当扣除已由试点地区分支机构根据“预征
率”（请参见下文）所缴纳的增值税，以及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所缴
纳的营业税，以确保有效避免双重征税。 
 
具体来看， 84号文规定总机构的汇总应征增值税销售额由以下两部
分组成： 
 
• 总机构及其试点地区分支机构提供增值税改革试点方案所列应

税服务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即汇总纳税涵盖了所有试点地区的
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从事交通运输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应纳增值
税额。 
 

• 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提供增值税改革试点方案所列应税服务的
销售额，即汇总纳税涵盖了所有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从事交通运
输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应纳营业税额。非试点地区分支机构销售额
的计算方法有稍许变化，应当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销售额=应税服务的营业额÷（1+增值税适用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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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此计算方法将总机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以及分支机构应
征增值税销售额和应征营业税销售额中符合规定的部分进行简单加
总。 
 
汇总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计算更为简单。汇总增值税进项税额仅仅是增
值税改革试点地区的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生增值税改革试点方
案应税服务所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之和。任何非试点地区
分支机构的增值税进项税额都不能被考虑在内，这是由于在分支机构
层面这些进项税额亦不可抵扣。 
 
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复杂性出现在以下情况：一个企业不仅提供增
值税改革试点方案应税服务，也同时销售或进口货物，或者提供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将增值税进项税额在不同业
务之间进行分配，只有提供增值税改革试点方案应税服务所产生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汇总计算。 
 
分支机构按预征率计算应纳增值税额 
 
尽管增值税汇总纳税意味着总机构承担起对其分支机构的增值税申
报缴纳义务，但84号文并没有完全免除分支机构的纳税义务。84号文
规定分支机构仍然要按照一个相对简单的计算方法缴纳增值税，计算
公式如下： 
 
应缴纳的增值税＝应征增值税销售额×预征率 
 
预征率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并适时予以调整。 
 
显然，此方法使分支机构可以向其所在的省、市缴纳一定金额的增值
税。但是，84号文并未说明在采用预征率方法下，分支机构是否仍然
需要承担准备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的义务。 
 
目前84号文尚未明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各分支机构预征率
的方法。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57号公告对分支
机构间分摊预缴企业所得税税款的方法进行了规定，即以单家分支机
构的营业收入、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分别占全部分支机构营业收入、
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之和的比例为基础进行分摊。实践证明，此方法
相对复杂。希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参考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的相
关经验，采用更为简单的方法来确定“预征率”。 
 
分支机构应纳营业税额的计算方法 
 
非试点地区的分支机构仍然需要按照营业税的相关规定继续向其地
税局申报并缴纳营业税。实际上，这意味着非试点地区的分支机构不
能直接从增值税汇总纳税中获得任何实质性利益。然而，由于交通运
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增值税试点改革方案很可能在2013年扩展至全
国范围，相应地，此规定可能仅在相对有限的时间内存在影响。 
 
毕马威观点 
 
在其他许多适用增值税（或称货物与劳务税）的国家，增值税汇总纳
税仅是对单一经济实体应纳增值税额的简单加总、申报及缴纳。在中
国，情形通常会变得更为复杂，原因是增值税的申报及缴纳是由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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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机关管理，而增值税收入的财政分成比例则为中央75%，地方
25%。唯一的例外是增值税改革试点企业上缴的增值税将100%计入地
方财政收入。由于增值税试点改革并未扩展至全国，在那些仍然适用
营业税的省市，由于营业税收入100%计入地方财政，因此企业需有
效确保履行纳税义务。对于财政收入分成方法的了解便于更好解读84
号文的复杂性。 
 
尽管84号文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未明确在中国拥有跨省市分支机构
的企业是否需要申请方能进行汇总纳税的问题。一般而言，答案是肯
定的，原因如下： 
 
1. 84号文似乎允许企业以一家分支机构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其他分

支机构的应纳增值税额。 
 

2. 84号文未明确规定分支机构需要准备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尽管
分支机构仍需继续缴纳增值税，但其计算方法已大大简化。 

 
3. 84号文解决了由于不同地区税务官员对税法持有不同理解而造

成的诸多问题。相反，公司需要在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解决其遇到的全部法规理解方面的问题。 

 
4. 那些希望更深入地监管分支机构增值税合规性的企业可能希望

通过汇总纳税来达到更透明更有效的税务管理。 
 
更重要的是，84号文仍有许多局限性，包括下列几点： 
 
• 84号文背景下的汇总纳税只适用于单一法人实体的总机构和分

支机构。独立的法人实体，包括全资子公司，不允许与母公司汇
总缴纳增值税。 
 

• 84号文目前仅针对增值税改革试点方案所列应税服务。由于现有
的不同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成方法，销售或进口货物，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不能从中获益。希望一旦增值税改革试点方案扩展
到国内所有行业及所有地区，汇总纳税办法可以相应得到更广泛
的适用。 
 

• 84号文仅定位于“暂行办法”。它之所以定位于“暂行办法”，
可能由于增值税改革试点改革尚未覆盖全国范围。一旦增值税改
革在全国实施，我们预计84号文也可能随之修改。 

 
待解决事项 
 
84号文仍然留有一些尚待解决的事项，包括下列几点： 
 
• 如果总公司的销项税额、进项税额与其分支机构加总在一起，是

否还有必要分别计算总分支机构之间以及分支机构之间交易的
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一些其他国家的增值税法规通过合并条
款允许忽略此类交易。84号文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
说，从增值税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仍然必须分别考虑。 
 

• 可以推断在汇总纳税时，一个分支机构的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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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递减其他分支机构的应纳增值税额。如此理解是因为84号文的
计算方法要求分别加总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这两个数额
只能在合并时被相互抵消。如果该推断正确， 84号文很可能为解
决业绩欠佳的分支机构浪费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的问题提供了
有效的方法。 
 

• 每个分支机构仍要被核定一个“预征率”。84号文没有对“预征
率”如何确定提供相关指导。如果一个分支机构历史上应交增值
税额为零或负值，则理论上其预征率应该为零。阐明预征率的计
算方法可以帮助企业确定是否应该申请汇总纳税。此外，当新分
支机构建立或旧分支机构停止运营的时候，应考虑重新设定预征
率。 
 

• 财税[2011]131号文包含了一系列的出口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
免税的相关政策，其中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3号进一步规
定了申请增值税零税率的具体执行程序。目前尚不清楚汇总纳税
时，是否应由总机构履行上述程序，还是仍由分支机构履行上述
程序。 
 

• 中国的增值税管理系统实行以票控税。例如只有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时，增值税进项税额才能被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由纳
税人以其购置的专用设备进行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扫描，或由
当地税务机关审核，才能认证抵扣。84号文没有明确规定分支机
构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由分支机构认证，还是由分支机构交
由总机构认证。84号文似乎倾向于后者，因其规定总机构抵扣分
支机构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尽管如此，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
的是分支机构而不是总机构的具体识别信息，因此在实际操作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认证问题。实施细则需要涵盖并谨慎处理上述问
题，因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均是关键风险
问题。 
 

如果阁下在增值税改革中需要协助，欢迎联系毕马威流转税卓越中
心或您熟悉的毕马威相关税务专家，我们将给予热忱协助。 

  何坤明                   王磊 (Lachlan Wolfers)  
  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流转税卓越中心合伙人 
  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 
  电话. +86 (10) 8508 7082  电话. +86 (21) 2212 3515 
   khoonming.ho@kpmg.com                  lachlan.wolfers@kpmg.com 
 
   沈瑛华                   王军 
   税务高级经理   税务合伙人 
   华北区                   华中区 
   电话. +86 (10) 8508 7586  电话. +86 (21) 2212 3438 

                     yinghua.shen@kpmg.com                    john.wang@kpmg.com 
 
   李雁                   杨嘉燕 
   税务合伙人                  税务合伙人 
   华南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电话. +86 (755) 2547 1198                       电话. +852 2143 8753 
                     jean.li@kpmg.com                   karmen.yeu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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