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景 
 
2013 年 5 月 24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3]37 号（37 号文），
明确了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营改增试点的政策法规。 
 
37 号文的出台意味着营改增试点第一阶段已进入高潮，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该阶段试点完成后，其余尚未纳
入试点范围的行业——邮政通信业、建筑和房地产业、金融服务和保险业、
娱乐业以及其他行业也将陆续开始施行营改增试点。上述行业的营改增工作
预计将在 2015 年前启动。 
 
毕马威观察 
 
37 号文整合了之前出台的营改增试点第一阶段的相关规定，同时对营改增试
点的实施做出了一系列的修改。 
 
37 号文将于 2013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同时废止了下列文件： 
• 财税[2011]111 号——为营改增试点第一阶段实施的主要文件 
• 财税[2011]131 号——出口服务适用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 
• 财税[2011]133 号——曾明确若干税收政策问题 
• 财税[2012]53 号——明确并补充若干税收政策问题 
• 财税[2012]71 号——将试点项目扩展至北京及其他省市 
• 财税[2012]86 号—— 明确应税服务范围等若干税收政策问题 
• 财税[2003]16 号文第三条第十六和第十八项——涉及营业税相关内容 

 
37 号文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整合了上述文件中的一些规定，并没有做出修改。
因此，我们对这些规定的分析在此不再赘述，相关内容可见中国快讯第四十
期（20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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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范围扩展至广播影视服务业 
 
37 号文中营改增试点第一阶段的应税服务范围绝大部分没有变化，新增的范
围为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的广播影视服务，这一点于 2013 年 4 月 10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已明确。 
 
37 号文规定广播影视服务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6%。纳入营改增试点的服务包
括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制作服务、发行服务和播映（含放映）服务。 
对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制作服务的具体定义非常广泛，涵盖了许多广播
影视行业幕后的服务种类，包括采编、拍摄、录音、音视频文字图片素材制
作、场景布置、后期的剪辑、翻译（编译）、字幕制作、片头、片尾、片花
制作、特效制作、影片修复、编目等。同样，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发行
服务包括以分账、买断、委托、代理等方式转让或交易播映权。广播影视节
目（作品）的播映服务则包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影院、剧院、电台、电视
台、卫星通信、互联网以及其他无线或有线装置，播映广播影视节目的服务。 
37 号文同时还规定，境内的单位和个人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发
行、播映服务和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作品)制作服务，免征增值税。 
 
37 号文对纳税人有利的政策变化 
 
37 号文中给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对之前营改增文件做出了进一步明确，使纳
税人能够从中受益，具体列示如下：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

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此前，根据 111 号文，此类货物的进项税额是不
允许抵扣的。尽管该项政策变化是有利于纳税人的，但是具体变化的原因
从政策的角度较难理解。之前的政策可以说是保护政府收入、避免因纳税
人购买车辆部分自用部分商用而产生纠纷和不确定性的手段，并通过完全
不允许抵扣进项税来实现的。而现在政策的变化尽管对纳税人有益，但是
为何会废除之前的规定，又将采取何种措施来避免该条款被滥用，尚且不
得而知。另外一个不确定性是，该项规定是否意味着，无论实际用途如何
都可以就该货物的进项税额进行全额抵扣（类似于固定资产），还是应该
进行合理分摊（如果需要，如何分摊）。 
 

• 经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银监会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提
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营改增试点开始实施之日后），在计算应缴增
值税时，其应税销售额可以扣除特定的费用（由于属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故无法进行进项税抵扣）。37 号文中列示了可以抵扣的费用：贷款利息
（包括人民币借款利息和外汇借款）、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安装费和
保险费。这一政策，连同出租方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
即退的政策，可能减轻增值税改革导致该行业纳税人税负增加的影响。 
 

• 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同时适用免税和零税率规定的，优先适用零税率。同
样地，纳税人提供适用零税率或者免税的应税服务，可以放弃适用零税率
或免税，选择免税（适用零税率的服务）或按规定缴纳增值税（适用零税
率或免税的服务）。选择免税或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后，3 年之内不得改变。
在实践中，一些纳税人认为适用零税率的审批程序过于繁琐，宁愿放弃可
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因此，明确放弃适用零税率可选用免税对这些纳
税人而言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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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贸企业兼营适用零税率应税服务的，统一实行免退税办法，即与出口货
物的政策一致，明确这一规定可以降低合规成本。 
 

37 号文因试点地区扩展至全国而进行的相应修改 
 
随着营改增试点第一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试点地区纳税人向非试点地
区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反之亦然）而产生的一些纳税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因此之前相关的规定也已经不再需要。特别是，37 号文删除了可以从增值税
销项税中扣除特定费用（差额征税方法）的过渡性规定，这些费用曾在计算
营业税时可以扣除，但是由于服务提供方不在试点地区，或该费用仍适用营
业税等原因，不能进行进项税抵扣。 
 
营改增试点第一阶段在全国的推行为企业简化了在一些城市缴纳增值税，而
在另一些城市缴纳营业税所产生的问题。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简化的第一阶
段。一旦营改增项目全部完成，增值税在全行业及全国范围内完全取代营业
税后，相关的复杂和不公平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 
 
37 号文被删除的主要规定（具体原因不详） 
 
废止有关营改增试点的文件并以 37 号文来替代所产生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
间才能全部显露出来。然而有一项规定，即“未与我国政府达成双边运输免
税安排的国家和地区的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国际运输
服务，试点期间扣缴义务人暂按 3%的征收率代扣代缴增值税”，在没有明显
政策变化的前提下从 37 号文中被删除。该规定原出自财税[2012] 53 号文，
而 37 号文已将 53 号文废止。 
 
53 号文的废止以及 37 号文中未给出与此相关的规定，意味着从 2013 年 8 月
1 日开始，运输方提供国际运输服务适用的增值税政策将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 若运输提供方在境内，根据 37 号文（此前为 131 号文），提供的国际运

输服务通常适用零税率或者免税政策。 
 

• 若运输提供方在境外，且所在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运输协定的，根据双
边协定排，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通常适用免税政策。 
 

• 若运输提供方在境外，且所在国家与中国没有签订双边运输协定的，由扣
缴义务人按 11%的增值税税率代扣代缴增值税。  
 

根据这一规定，所在国与中国无双边运输协定的运输提供方，与所在国与中
国有双边协定的，及中国的运输提供方相比将会处于劣势。例如，一家丹麦
航运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不需要缴纳增值税（鉴于两国签订了双边运输协
议），而一家瑞士航运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则要缴纳在中国 11%的增值税（由
于两国没有双边运输协议）。 
 
目前尚不清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是否有意将上述情况的代扣代缴税率从
3%改为 11%，希望这是一个疏忽，并在短期之内会被纠正。另外，37 号文
删除的过渡性差额征税政策也对国际运输业产生了间接的不利影响。例如，
对于船舶代理公司来说，使用差额征税法可以从其销项税中扣除支付给国际
运输提供方的费用，即便这些费用并未缴纳增值税。这是由于服务提供方是
中国企业，可以适用零税率或者免税政策，或者是由于存在双边运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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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差额征税方法被废除，船舶代理公司在计算增值税时将不能扣除支付给
国际运输提供方的费用。相应的商业结果是当船舶代理公司向中国客户收取
费用时，国际运输费需缴纳 6%增值税。 
 
事实上，国际运输费用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并未传递到供应链的下一环节。此
问题有待进一步纠正，最好是通过确保国际运输费用不构成船舶代理公司增
值税应税收入的一部分，从而确保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目标得以实现。 
 
有待进一步明确的关键领域 
 
37 号文的确部分明确了之前存在的不确定性，但它未能解决所有的不确定问
题，特别是针对以下三个关键领域，政策有待进一步明确： 
 
• 目前，由于出口服务的增值税免税事宜还没有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不同

于适用零税率的服务），导致全国没有统一的做法来规范出口服务免税的
管理。由于某些省市的税务机关不愿意在没有全国性的实施细则的指导下
为纳税人办理免税，于是就造成了纳税人合法向境外出口服务，却不能获
得免税优惠。即使在有些省市，纳税人可以申请增值税免税，税务机关一
般会让纳税人就其是否符合增值税免税条件进行自我评估，这就意味着纳
税人将在被税务稽查时面临风险。全国性的实施细则的出台会令税务机关
的工作有法可循，提高政策和行动的一致性，此外，也可以帮助纳税人了
解申请免税所需的材料，并协助其完成以前期间的退税。鉴于营改增试点
已开展近 18 个月（从上海开始计算），希望该问题将会在短期内得以解
决。 
 

• 目前，纳税人可以根据财税[2012]84 号文给出的政策，向财政部和国家税
务总局申请总分机构汇总缴纳增值税。而根据财税[2013]9 号文，该法规
目前只在航空企业中应用。随着营改增试点在 2013 年 8 月 1 日扩展至全
国，许多企业在申请汇总缴纳增值税时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碍将不复存在。 
 

• 营改增试点实施办法中对增值税应税服务给出了具体的定义。然而针对相
同的事实和情况，不同的税务机关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一些税务机关
采用较为狭义的观点，即增值税应税服务就是正列举的那些服务种类。而
另一些税务机关则采取扩大化解释，从目的性的角度出发来判断一项服务
是否为应税服务，例如基金或财富管理服务，专业培训活动以及销售代理
服务等。许多企业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营改增试点何时能够覆盖所有剩
余的仍缴纳营业税的企业。 

更多信息 

关于企业在营改增试点中的实施技巧，请参见中国快讯第 16 期（2012 年 7
月） 
 
针对营改增试点，毕马威可以提供的服务和协助，请参见增值税改革服务手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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