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70号文，对可纳入企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
的研发费用范围作了补充规定，扩大了可加计扣除的范围。 
 
背景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12月10日发布116号文，对研发活动的具体定义、
加计扣除的适用对象、研发费用的具体范围、加计扣除的财务核算以及税
收征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根据116号文，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
包括八大类，但116号文规定的可加计扣除的费用范围较窄，部分与研发
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未纳入加计扣除的范围。70号文的发布，进一步扩大
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范围，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活动，以获得更多税收优
惠。 
 
70号文 
 
70号文在以下五个方面扩大了可加计扣除的范围: 
 
1   企业依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范围和标准

为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2   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运行维护、调整、检验、维修等费
用； 

3   不构成固定资产的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 
4   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 
5   研发成果的鉴定费用。 
 
由此可见，70号文对116号文进行了补充，包含了更多与研发活动直接相
关的费用。70号文自2013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在申请2013年加计扣除优
惠时即需作出相应调整。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3]70 号），由财政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联合发布（70 号文）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
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国税发
[2008]116 号），由国家税务总
局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发布
（116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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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70 号文指出，企业可以聘请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税
务师事务所，出具当年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由
此可以预见，地方税务机关将更多地借助中介机构确认研发费用申报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进而提高加计扣除的征管效率。 
 
另外，文中也提出，主管税务机关对企业申报的研发项目有异议的，可要
求企业提供地市级（含）以上政府科技部门出具的研发项目鉴定意见书，
强调了政府科技部门在鉴定研发项目工作中的作用。 

 
毕马威观察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2年9月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在“十二五”时期确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
的主体地位。而70号文的出台，是对该意见的落实，表明中国政府对企业
从事研发活动的进一步支持，符合 “十二五”规划的基本精神。 
 
70号文对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范围作出补充后，企业应当尽快重新审阅纳
税年度内发生的研发费用，将符合条件的费用归集在申报范围中。与此同
时，企业应注意切勿盲目扩大加计扣除的费用归集范围。116号文和70号
文均强调相关费用需与研发活动直接相关，例如，非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
机器设备的折旧费用，或者非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
均不可享受加计扣除。70号文的出台虽然扩大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范
围，但仍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研发费用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例如，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的费用范围还包括研发项目在用建筑物的折旧费和租赁费，
也包括研发设施改建、改装、装修和修理过程中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但
这类费用均不属于可以加计扣除的费用范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备案需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前完成，企业需要
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的科技部门和税务机关提交研发活动的详细资料。因
此，企业应注重研发体系的建立，制定项目研发的流程以及各部门的职能
分工，并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研发活动资料的收集，以备申报以及检查时使
用。目前尚不清楚专项审计报告是否将取代企业对研发费用设置专账的要
求，因此，企业应留意主管税务机关在研发费用财务核算与专项审计方面
的要求，及早做好准备。 
 
70号文强调了政府科技部门在研发项目鉴定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享
受加计扣除的研发项目，需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和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
南》所限定的范围内。准备申请加计扣除的企业，如对自身研发项目是否
符合技术领域要求存在疑问，可以向相关专业咨询机构寻求帮助，以降低
企业申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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