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3年 8月 29日联合发布财关税[2013]53号通
知。根据 53号通知，自 2013年 8月 30日起，对按此前规定所有减按 4%
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空载重量在 25吨以上的进口飞机，调整为按 5%征
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同时，停止执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国内
航空公司进口飞机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04]43号）。与 53
号通知同时生效的还有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于 2013年 8月 26日发布税
委会 [2013]31 号通知，该通知取消了空载重量在 25吨及以上但不超过 45
吨的客运飞机（税号：ex88024010）的 1%进口暂定税率，恢复实施 5%的
最惠国税率。 

背景 

过去十几年间，空载重量 25吨以上的客货运飞机的进口增值税经历曾数
次下调。2001年前主要采用 10%税率。2001年起，减按 6%征收进口环
节增值税。2004年 10月 1日起，依据财关税[2004]43号通知规定，对国
内航空公司进口空载重量在 25吨以上的客货运飞机，减按 4%征收进口环
节增值税。 
 
就进口客运飞机的关税而言，自 1997年 10月 1日起，对于空载重量在
25吨及以上但不超过 45吨的客运飞机一直适用 1%的暂定税率。 

 
毕马威的观点 
 
53号通知上调了国内航空公司进口空载重量在 25吨以上的客货运飞机进
口环节增值税率，尽管从表面上看增加了国内航空公司在进口环节需缴纳
的增值税额，但是不会增加航空公司进口飞机的实际成本。随着我国交通
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相关航空公
司均已获得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就其航空运输业务适用 11% 的增值
税率，并能够以其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销项税。因此通常而言，航空公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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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可以通过增值税抵扣，完全消化进口环节增值税。在这种情况下，对航
空公司引进飞机继续实行增值税优惠税率已经失去了意义。这次进口环节 
增值税率的上涨，仅因增值税缴纳、抵扣时间的差异，可能会对航空公司
现金流产生一定影响，但不会增加进口飞机的成本。 
 
然而， 31号通知恢复客运飞机进口关税税率至 5%，则会对客运飞机的进
口成本产生实际影响。在以前的营业税体系下，航空公司进口客运飞机的
进口环节增值税（4%）需计入飞机成本；随着营改增的推进，进口环节
增值税可以从销项中抵扣，不再计入损益，也即是说航空公司可享受一定
的结构性减税。而这次关税税率上涨 4个百分点，基本上抵消了营改增为
企业带来的税负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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